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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的核心，是透過乙未之役下日本赤十字社在臺活動之情形、日本

赤十字社臺灣支部成立前各地支部之發展、以及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之成立等，

嘗試刻劃出日本赤十字社於日治初期在臺灣地區活動之面貌。以此了解其在日治初

期的發展過程中，如何與地方行政體系配合、如何動員地方士紳以完成其相關之活

動，包括社員的招募、社員年費的徵收、社員大會的召開等，以及被動員之地方士

在此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以此分析日本赤十字社與臺灣支部在相關的活動

中，究竟是扮演單純的民間慈善組織，還是與官方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藉以釐

清日治時期臺灣地區赤十字社的組織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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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乙未之役下的日本赤十字社 

                三、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設立前各地支部活動情形 

  四、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之成立 

五、結語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895 年清國於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並簽訂「馬關條約」，約中載明將臺

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與日本，自此臺灣進入了另一個時代，成為日

本自 1867 年明治維新以來的第一個殖民地。
1
自 1895 年 5 月 29 日至 10 月 21

日期間，因為接收問題而發生近代臺灣史上一場重大的戰爭，為此，日本派

遣軍隊以武力的方式接收臺灣，隨軍進行救護活動的日本赤十字社，亦開始

在臺灣進行相關的活動。因此，本文主要針對日本赤十字社在臺初期活動的

情形，以及臺灣支部設立過程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二二二二、、、、乙未之役下的日本赤十字社乙未之役下的日本赤十字社乙未之役下的日本赤十字社乙未之役下的日本赤十字社 

     

1894 年 3 月因東學黨之亂而爆發中日甲午戰爭，這場戰爭是日本明治政

府簽署赤十字條約（1887 年）後所展開的首回戰爭，亦是日本赤十字社首次

正式隨軍參與戰地之救護活動。因此，當 8 月 1 日清、日兩國宣戰後不久，

於陸上增援的日軍在平壤展開攻擊並佔領平壤；於海上，雙方艦隊在黃海遭

遇而展開海戰，清軍大敗，日方自此掌握了黃海的制海權。翌年，清、日雙

                                                 
1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卷一》（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

頁 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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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開始進行條約的訂定，於 1895 年的 4 月 17 日，日方由伊藤博文為代表，

與清方代表李鴻章在日本下關簽訂條約，5 月 8 日兩國皇帝批准後生效，這

就是決定臺灣未來 50 年命運的「馬關條約」。 

但在日本來臺接收之前，臺灣地方的士紳和官員為抵制日本的接收，於

1895 年的 5 月 23 日發表「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宣布臺灣獨立，25 日正式

成立「臺灣民主國」，企圖以新政府的名義來獲取外國的奧援，但卻不為各國

所認同，因此轉以整備兵力來對抗日本的接收。
2
日本原先可以根據條約內

容，以和平的方式佔領臺灣，但亦轉而改以軍事力量來鎮壓臺灣內部的反抗

勢力，並向原先滯留於遼東準備來臺進行接收任務的近衛師團，下達鎮壓抗

日軍的命令。不過，在中日雙方進行協商停戰事宜前，日軍就在廣島集結比

志島混成支隊（由後備步兵第一聯隊長比志島義輝大佐擔任司令官），並轉往

佐世保軍港與南方艦隊會合，於 3 月 13 日由伊東祐亨令長官於旗艦「松島」

上，下達關於佔領澎湖島的訓令及命令。各船艦由於天氣因素，乃於 15 日正

式自佐世保起錨啟航，繞經臺灣南方，於 20 日下午抵達將軍澳嶼外海，23

日開始登陸並與清國士兵展開戰鬥，25 日定海衛隊營管帶官郭潤馨遣使到聯

合陸戰隊的前哨線請降，丹治實雄少佐接受其請求後，於 26 日澎湖正式為日

軍所佔領，
3
並成為日軍往後進軍臺灣的前哨站。另一方面，自 1895 年 5 月

29 日，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率領之日本先遣部隊近衛師團，登陸臺灣北部

的澳底，至同年 10 月 21 日日軍進入臺南城期間，展開臺灣史上重要一戰——

乙未之役。 

在乙未之役的過程中，日軍於臺澎地區的作戰活動上，被派遣至此援助

其進行戰時衛生勤務的日本赤十字社究竟進行那些相關的活動呢？在臺灣會

遭受到那些困難呢？軍方在戰場上的行為和其人道精神是否有所衝突呢？ 

首先，日本赤十字社在戰場上的立場及其能活動的範圍為何呢？當 1894

                                                 
2 吳密察，〈一八九五年「臺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

版社，1994年），1–36頁。 
3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臺北：遠流出版社，1995年），頁 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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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戰爭開始後，日本赤十字社與野戰衛生長官石黑忠悳就此回戰役中，有關

日本赤十字社救護員的使用規定進行協調，規定「赤十字社就醫員、藥劑員、

看護員、及醫療相關物品等進行準備，並依野戰衛生長官的指揮提供使用之；

就進行活動的地域上，包含兵站所管內的病院、患者集合所及內地（日本）

的預備病院中。」
4
由此可知日本赤十字社的救護員，並非在戰鬥的第一時間

就直接深入戰地前線進行人員的救護活動，而是由輸送人將前線戰地上需要

救治的士兵，或是在戰鬥結束後進行戰場清理時，後送至兵站所中，才由隨

行的軍醫或赤十字醫員等進行治療，傷重而兵站所無法完全醫治者，在進行

初步包紮等處理後，再利用各種交通工具，如汽車、鐵路、船隻等轉送至日

本，且亦配置赤十字社救護員隨行照料。 

據《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戰史》的記錄，可以得知，當時派遣於臺澎的軍

隊，在編制上皆配有衛生隊或是野戰病院，且兵站所中亦配有相關醫療人員，

協助相關的救護活動。例如在佔領澎湖之作戰兵力編制上，配備後備軍伕一

百名、二等軍醫正一名及醫療船兼補給船神戶丸等；
5
派遣來臺灣的近衛師團

第一批運送部隊，其編組中亦包含衛生隊、第一野戰醫院、及兵站部（當中

部份為衛生預備員、衛生預備廠、患者輸送部等），
6
之後第二批的運送部隊

中，又加入第二野場病院等，
7
都是作為傷病士兵的治療及後送負傷者等任務。 

不過，由於當時臺灣的陸上交通狀況相當的不便，再加上淡水、基隆等

各港口皆配有相當火力的砲臺，因此日軍並不能輕易地安排這些救護機構。
8

再者，疾病的侵襲亦常使軍隊士兵，甚至醫療人員自身都陷於死亡的邊緣，

                                                 
4 奧村房夫監修，《近代日本戦争史——第一編 日清．日露戦争》，（東京：同臺経済懇話会，

1995年），頁 240；日本赤十字社，《人道の歩み——日本赤十字社百年史》上冊，（東京：

共同通信社，1979年），頁 163。 
5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71。除此之外，當時日本赤十字社擔任

戰地救護活動者，稱之為「救護員」，主要分為「醫員」、「看護人」、「輸送人」、「看護婦」

等四類，並且當時醫員及輸送人多由軍醫及陸軍的步兵來充任之。日本赤十字社，《人道

の歩み——日本赤十字社百年史》上冊，頁 163、244–249。 
6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107。 
7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162。 
8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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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戰史》中，對於日軍攻佔澎湖的過程中，因傳染

病所造成的問題，有相當生動的描述： 

 

……至於擠載在各運輸船上的混成支隊兵員，自佐世保出港以來，受

到連日強風巨浪與氣候劇變（十九日以來氣溫突然升至華氏八十度）

的影響，身體狀況大多不佳，疲勞困憊，與病人無異。特別是運輸船

鹿兒島丸，早先即已在佐世保軍港滯留許久，並曾發生可怕的霍亂，

啟航以後，因罹患霍亂而死的每天多達四、五人，二十一日晚上以後，

更有擴大蔓延的跡象（該日新、舊患者共達五十四名）。……戰鬥中因

發病（霍亂）後送的有下士以下共十七、八名。……前述運輸船上所

發生的霍亂病，自登陸以後更加嚴重，光是戰鬥中收容的患者就有約

四十名。二十四日佔領馬公城後，病勢突然蔓延，在登陸地臨時設立

的醫院（圖一），一下子湧入二百餘名患者。二十六日另在文澳社西方

開設醫院，當天就客滿，只好在附近搭建七十多個帳篷收容患者，情

況極為悲慘。雖然想盡辦法撲滅病源，但沒有什麼效果。截至二十六

日左右，新患者達二百名以上。9 

 

於此回的戰事之中，患者的總人數至 4 月 4 日左右，已達 1658 名，當中痊癒

者 444 名，死亡 736 名（其中包括在 3 月 26 日左右，因患病而死亡之看護婦

長 2 人、看護婦 3 人），現有病患則有 478 名，不難看出疫病可怕之威力。
10
 

    

    

    

    

    

                                                 
9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79–91。 
10 臺灣憲兵隊編，王洛林等譯，《臺灣憲兵隊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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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澎湖馬公臨時病院圖 

 
資料來源：莊永明，《臺灣醫療史——以臺大醫院為主軸》，（臺北：遠流，1998

年），頁 64。 

 

關於日軍征討臺灣的部份，經由《臺灣征討圖繪》中多筆有關疾病侵襲

日軍及衛生隊的記錄，可了解衛生隊在運送傷病兵的過程及其所遭遇的困難： 

 

經歷這場艱苦戰鬥之後（9月 2日至 9月 17日，追擊由彰化城敗走至

嘉義的戰鬥），各隊暫時駐紮在北斗街。衛生隊再度脫離摺澤少佐的指

揮，改隸第一聯隊，仍然留在北斗。軍中的瘧疾日益嚴重，各部隊的

將校兵卒如同象棋中的「馬」般一一倒下，街道隨處都可聽到呻吟的

聲音，甚至連衛生隊隊長、醫療長、書記、馬卒等整個隊本部全都病

倒，無一倖免。衛生部的擔架中隊，從曹長以下十幾個人也都病倒。

一個分隊十幾個人中，沒有發病的頂多二、三人。雖然如此，隊中對

於傷患的治療看護仍然無微不至，身體康健者固不用說，熱症較輕微

者也都幫忙照顧其它病患，即使像醫療長那樣嚴動的熱症，頭痛時也

包著頭每天幫傷者換繃帶。至九月十二日，一面徵發民伕，一面下令

六名傷者及一名疑似霍亂病患，加上一名下士、一名擔架兵以及第一

聯隊第二大隊的四名監護兵，將傷患送到永靖街第一聯隊本部，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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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靖街後送回彰化。11 

 

除疾病所帶來的人員損傷外，由於當時清國尚未加入赤十字條約，再加上當

時臺地的抗日軍對此亦不甚了解的情況下，其對不作戰之衛生人員之攻擊，

亦造成醫療相關人員產生折損： 

 

衛生隊右半隊從佔領彰化當日起便在城東內門街借用民居駐營，以繃

帶所白（沙？）書院為病房，治療傷患，並對沒有軍醫的各部隊之一

般病患加以診斷收容。……九月四日夜，突然收到命令：嘉義街道偵

察隊——騎兵大隊及步兵第一聯隊、第二聯隊目前在大莆林附近遭遇

大批賊兵，上級準備派遣步兵第四聯隊第一大隊二個中隊及砲兵一小

隊前往救援，前進部隊中已有不少死傷，因此命衛生隊右半隊跟隨救

援隊，於第二天清晨自該地出發。此時恰當瘧疾開始流行，各部隊都

有一些患者，衛生隊也不例外，點檢可以出動的隊員，僅有隊長以下

九十三名及馬匹十六頭，留下來的患者加上擔架中隊、衛生部輜重共

有四十名，此外還有兩頭病馬。這些患者皆由若干健康者護送到作衛

生隊本部之宿舍及診斷所的白（沙？）書院，能出動的人員則各自作

好準備。九月五日天未亮前，部隊在南門外空地集合，凌晨四時，步

兵、砲兵陸續自彰化出發，司令官是步兵第四聯隊第一大隊長摺澤少

佐。……此日行程雖僅有六里，但從天未亮前即冒雨上路，沿途道路

又都狹窄泥濘不堪，因此人疲馬困，加上露營地附近缺乏飲水，只能

汲取小河泥水煮飯燒菜，結果湯、飯都呈土黑色，發出泥臭味。也就

是因為這些緣故，露營部隊中陸續發現瘧疾患者，衛生隊在一夜之間

也有二十多人發病。12 

                                                 
11 許佩賢譯，《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臺北：遠流出版社，1995年）， 

頁 297–298。 
12 許佩賢譯，《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頁 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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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可以觀察到，造成軍隊人員致病的因素，包含對於氣候的不能適應，

及無法獲得乾淨的飲用水等，造成人員大量的損失，除了兵將外，亦影響了

醫療相關人員的不足。為此，於 1895 年 7 月 13 日，日本赤十字社社長佐野

常民曾致公文給當時民政局軍醫部，告知其奉陸軍省的命令，將派遣「救護

員理事心得」（救護員理事代理）吉川元雄，
13
「醫長心得」（醫長代理）三富

文止外醫員、看護人等合計 55 名來臺灣從事本社的救護事業，一切由陸軍省

管理，並說明其精神是純為人類共愛之大主義為前提，進行無分敵我雙方負

傷軍人的收容及救護的事業，亦對總督府管下的人民一視同仁，冀望能得總

督府的了解，讓其能有機會實行這項任務。總督府方面則於 8 月 7 日的復文

中，贊許其活動，並特別強調目前的天氣甚為酷熱，
14
這似乎在提醒其要對臺

灣因氣候而產生的傳染病要嚴加防範。之後，來臺的這支救護班就在基隆、

臺北等地，於兵站所內或其醫院中進行救護活動（圖二），
15
並開始招募社員

入社，
16
這也是臺灣首次接觸到日本赤十字社及其活動的開始，亦即強調不分

敵我雙方，進行人道救援之國際性質的組織，開始於臺灣這塊土地上進行活

動。 

 

 

 

 

 

 

                                                 
13 其為愛媛縣士族，曾以陸軍曹長的身份，參與 1877年西南戰役有功獲賞。資料來源：〈賞

状授与之儀に付上申〉日本．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所藏《陸軍省大日記》（明治 13
年，M13–30）。 

14〈赤十字社員派遣通知〉，《總督府公文類纂》，1895年 8 月 7 日，第 40冊第 40號。 
15 栗原芳，《日本赤十字社沿革史》，（東京：博愛館，1903年），頁 348。 
16 不過，《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於的記載上，吉川元雄來臺的時間為 6月，與《公文類纂》

公文往返的時間上，似乎有所出入。〈臺灣支部——支部創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0月 29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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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臺灣之役下的傷病者收容所圖 

 
資料來源：日本赤十字社，《人道の歩み——日本赤十字社百年史》上冊， 

頁 162。 

 

除此之外，有關軍事醫療設施的設置上，《臺灣征討圖繪》亦提及日軍常

利用民居、書院或是廟宇等地點，用來開設繃帶所或病房，至於是否如報導

所言是以借用的方式，而非用強迫的方式，就不得而知了。除利用民居的方

式外，亦利用接收清國後的官方地作為醫療用地。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日軍接

收基隆後，即以此地作為軍事補給的基地，從日本運輸進港的日軍必須在基

隆整裝後，再前往臺灣各地鎮壓反抗軍，因此軍隊的安置便運用清朝的官有

建物，作為供應軍事方面的需求；其中除了作為兵站宿舍外，亦作為應付多

數不適應基隆氣候的士兵所設立簡單之軍事醫院或臨時赤十字病院。17（表

一） 

 

 

 

 

                                                 
17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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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895 年日軍接收基隆官有建物 

舊名稱舊名稱舊名稱舊名稱 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 使用用途使用用途使用用途使用用途 

鹽館 後井仔街  

鹽館 崁仔頂街  

鹽館 和興頭街 臨時赤十字社病院 

書院 和興頭街 臨時赤十字社病院 

官廟 福德街 避病院 

基隆廳 田寮港 兵站部病院 

骸骨入 後井仔街  

官舍 哨船頭街 兵站部宿舍 

龍王廟 二重橋街 兵站部宿舍 

兵舍 義重橋街 兵站部宿舍 

官舍 鼻仔頭街 兵站部宿舍 

書院 玉田街 兵站部宿舍 

輪船事務所 石牌街 兵站部宿舍 

官舍 石牌街 憲兵屯所 

官舍 草店尾街 兵站部宿舍 

鹽館 球仔山 兵站部倉庫 

輪船商局 鼻仔頭街 野戰工兵廠 

官舍 哨船頭街 兵站部宿舍 

水雷局 哨船頭街 赤十字社倉庫 

官舍 曾仔寮社  

城隍廟 新店街 赤十字社病院 

兵營 鼻仔頭街  

官舍 哨船頭街 兵站宿舍 

資料來源：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頁

54–55。 

 

當日軍進入臺北城之後，亦因為疾病的傳染，造成大量人員的罹病，首

先借用臺北文廟（今北一女附近），設立「臺北兵站病院」本部，不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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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無法有效地控制，後又在天后宮加設「第一分院」，對患病之官兵加以收容。
18
在此次的「乙未之役」中，日軍所公布陣亡的人數為 4806 人，其中戰死者

僅佔 164 人，其餘的 4642 人皆為因病而死亡的，除此之外更有 21748 人送回

日本就醫，留在臺灣醫院的亦有 5246 人。
19
由此可看出疾病對日軍所造成的

創傷，亦促使往後在統治臺灣時，針對衛生醫療的部份推行了一連串的政策。 

究竟日本赤十字社於乙未戰役之下，在臺灣地區究竟無差別的救護了多

少人員，這是個很值得探討的議題，不過就目前所參閱的資料中，仍無詳盡

的資料。但就日軍在這段期間內，對臺地抗日軍的作戰過程，卻是可以加以

討論的。進入臺北城之後不久，日軍的近衛師團開拔南下進行掃蕩抗日軍，

對於在臺地逐漸擴大的戰事上，當時的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曾經

談論過對於征討這些抗日軍的不二法門，是以公認的戰爭法則斷然加以處

置，但究竟怎麼處置呢？就是徹底加以殲滅，以確保日軍兵站線的安全。因

此，在 7 月份針對大姑陷河（大漢溪）兩岸的抗日軍，除綿密搜索各聚落外，

施行全面殄滅敵抗日軍的敗兵。
20
除此之外，日軍在處理俘虜的部份，則是相

當不人道的，例如松原支隊在進行大姑陷河右岸攻勢時，曾捕獲 3 名土勇，

上前審訊後，拒不答實，將之槍決。不久後，在 7 月 24 日，又捕獲 1 名土賊，

訊問後加以斬殺。7 月 25 日往板橋塘街轉進搜索時，殲滅土賊 80 餘名，傷

者不詳等。
21
類似如此的記錄相當的多，難以全數羅列。不過，從 1895 年的

5 月 26 日至翌年 3 月，據日人估數，抗日軍死亡的人數大約 7 萬 8 千餘名，
22
和日軍戰死的人數簡直有天壤之別，就可以知道日軍在此回戰役中的虐殺行

為，而日本赤十字社的救護活動，僅在非戰線的後方兵站或野戰病院之中，

可以想見其力無法到達之處。 

 

                                                 
18 莊永明，《臺灣醫療史——以臺大醫院為主軸》，頁 67–69。 
19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卷一》，頁 221。 
20 許佩賢譯，《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頁 165。 
21 許佩賢譯，《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頁 166–171。 
22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卷一》，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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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設立前各地支部活動情形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設立前各地支部活動情形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設立前各地支部活動情形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設立前各地支部活動情形 

     

1895 年 6 月 7 日日軍進入臺北城不久後，即於 6 月 17 日宣布「始政」，

由於各地抗日活動紛起，因此總督府對於臺灣的統治，係採取「中央集權」

的方式，並沒有中央與地方機關的分別，只在各地設立「民政支部」，作為臺

灣總督府臨時派出的辦公室，處理地方事務。當時被派遣來臺進行戰地醫療

救援活動的吉川元雄，除了救護的活動外，也積極地在臺地進行社員的招募

活動。23 

當時日本赤十字社本社對於各地方組織的規定，主要分為兩個部份：第

一類為在樞要之地所設立的「支部」，如師團所在或開港場等所在之府縣；另

一類則在非樞要之地以外的府縣所設立「委員部」。而這兩者最大的差別是在

於經費的使用權，一般來說，委員部所募集的社費，要繳納 4 分之 3 回本社，

只能留用 4 分之 1 作為委員部的開銷；而支部則不用繳回給本社，所留下之

社費當中 3 分之 1 作為支部開銷，其餘的為戰時救護準備而作貯蓄，因此整

體來說有較為充裕的資金。於是在 1893 年時，本社為了限制各地委員部升格

為支部，對申請成為支部者制定以下的限制：1、正社員人數一千人以上之府

縣。2、師團所在之府縣。3、三府（東京、京都、大阪）北海道等地。4、開

港所在之府縣。5、兵營所在之府縣。
24
不管是否為師團所在地或是兵營所在

之府縣，只要正社員人數未超過一千人以上，就嚴格限制其不得申請為支部，

或許在藉此限制支部的設立，及降低納入本社經費減少的問題。 

    來到臺灣的日本赤十字社於初期進行招募時，入社人數並未超過千人，

因此依據當時的官制及日本赤十字社的規定，於民政支部之下設立委員部，

                                                 
23〈赤十字支部發開式兼第一回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28日第二版，第 472

號；〈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總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 10月 29日第一版，號外；

〈臺灣支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 10月 29日第二版，號外。 
24 日本赤十字社，《人道の歩み——日本赤十字社百年史》上冊，頁 4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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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赤十字社委員部的相關事務。
25
委員部主要的任務有：勸募府縣中的人民

加入赤十字社、募集社費並將其繳納回本社。
26
不久後於 1895 年 6 月 28 日臺

灣總督府頒布「臺灣臨時官制」，分別設置臺北、臺中、臺南三縣及澎湖廳，

以此為臺灣地區的地方官制，雖然已初步劃定全臺行政區域的範圍，但是由

於此時南部尚未綏靖，各地仍持續有抗日活動，僅「臺北城」一地付諸實施，

其他兩縣不久後又改回民政支部。因此，主要的社員招募活動皆集中在臺北

城附近。 

隨著近衛師團的南下掃蕩鎮壓，日軍於 1895 年 10 月底進入臺南城之後，

暫告臺灣大致底定。於翌年的 3 月 30 日施行之「六三法」，賦與臺灣總督相

當的權力，翌日起撤廢自 1895 年 5 月以來的軍政時期，所有行政歸於民政，

於是有「地方官制」之施行。因此，在 1896 年的 4 月 1 日，公布「臨時地方

機關組織規程」，設立臺北、臺灣（後改稱臺中）、臺南三縣及澎湖一廳，此

時的「日本赤十字社臺北委員部」，亦由民政支部下轉入臺北縣廳之下，由當

時的臺北縣知事田中綱常擔任「委員總長」，主持相關的社務。
27
同年，日本

赤十字社因為各地委員部的社員，大都超過千人以上，為了擴大地方組織的

功能，將所有的委員部全部廢止，改稱為支部。
28
並且一改過去支部交付年費

給本部的比例，師團、鎮守府等地的支部，每年交付三分之二，其他的支部

則四分之三。
29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臺灣地區所設立的各支部，則與師團地

相同保留三分之一充作支部費用。
30
 

                                                 
25〈赤十字社臺北支部の發開式兼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4日第二版，第

444號。 
26 日本赤十字社，《人道の歩み——日本赤十字社百年史》上冊，頁 417。 
27〈本島の赤十字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 6月 5日第一版，第 2725號；〈支部創 

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 10月 29日第二版，號外。 
28 日本赤十字社，《人道の歩み——日本赤十字社百年史》上冊，頁 96、417。不過，當時 

臺北委員部的社員，似乎尚未超過千人，但是亦被列在其中。〈赤十字社臺北支部の發開 
式兼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4第二版，第 444號。 

29 日本赤十字社，《人道の歩み——日本赤十字社百年史》上冊，頁 461。 
30〈支部經濟〉，《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 1月 14日第五版，第 5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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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三來觀察，在統籌全臺赤十字社事務的臺灣支部成立前由地方組織

的各次演變中，可發現到其常是伴隨著地方官制的改變而變化的，並且皆是

設立於各地的縣廳之中，由各地方的行政首長來擔負相關的事務。除此之外， 

1902 年全臺性質之臺灣支部的設立後，在臺灣地區之赤十字事業的地方行政

組織，更是和地方官制的演變習習相關。也就是說，雖然主要事務由地方官

廳的手中，轉由民政長官來主持，但在臺灣支部底下實際負責社員招募的第

一線組織，依舊是配合地方官廳制度的演變，並且與地方官廳保持密切合作

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每當戰事發生時，赤十字社能迅速獲得資金及人力投

入戰場的重要因素，即存在有「於平時尚未發生事變時，就為將來可能發生

的戰爭，進行戰時救護的動員準備」之意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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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臺灣地區日本赤十字社地方組織變化圖 

資料來源：許雪姬等，《臺灣歷史辭典——附錄》（臺北：文建會，2004 年），    

頁 A135；〈赤十字社臺北支部員數及び役員〉，《臺灣日日新報》

1898 年 10 月 23 日 第二版，第 143 號；〈赤十字社臺北支部の發

開式兼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0 月 24 第二版，第 444

號；〈赤十字支部組織の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4 月 18

日第二版，第 1158 號；〈本島の赤十字事業〉，《臺灣日日新報》

台灣地區日本赤十字社地方組織變化圖台灣地區日本赤十字社地方組織變化圖台灣地區日本赤十字社地方組織變化圖台灣地區日本赤十字社地方組織變化圖1895-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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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台北委員部委
員總長」。

二、3月田中綱常轉 
任，由橋口文 接

任台北縣知事。

三、9月改為台北支
部，田中綱常任
「台北支部長」。

一、台北支部社員
數約六、七百名。

二、2月時於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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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藤新平任「台
灣支部長」，各
地廳長任委員
長。

二、往後由台灣
支部統籌全台事
務，各地方委員
部則隨地方官制

改變而有不同。

因官制改正，
全面廢縣置
廳，影響全島
支部全部廢
止。

台北支部

台中支部

台南支部

宜 支部
台東支部

支部
澎湖支部

臨時支部臨時支部臨時支部臨時支部



《史匯》‧第十期 

 
80

1907 年 6 月 5 日第一版，第 2725 號；〈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總會〉，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0 月 29 日第一版，號外；〈臺灣

支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0 月 29 日第二版，號外。 

資料說明：1.日本赤十字社於臺灣各地成立支部時間，應為 1896 年，而非張

建俅所提出「1897 年撤銷委員部，改設支部，在各廳各縣。」之

說法。張建俅，〈中國紅十字會初期發展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

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博士論文，1999 年），頁 257。 

         2.關於臺灣支部成立的時間，另有 1899 年 11 月此一說，如小田俊

郎著，洪有錫譯，《臺灣醫學五十年》（臺北：前衛，1995 年），頁

69；莊永明，《臺灣醫療史——以臺大醫院為主軸》，頁 160。等。

但此月為臺北支部成立後之第三年，為召開發會式兼第一回總會的

時間。而臺灣支部正式的成立時間，應為 1902 年 4 月 1 日。 

 

初期在有關臺北支部相關事務的推動上，最主要依 當時的地方長官及

其所屬官員來主導和進行。支部的事務， 以社員招募的工作最 重要，因

為沒有更多社員的加入，就不會有更多的經費和資 可供運用，因此，社員

招募的能否 利，關係到整個支部的發展。除此之外，另一項更重要的事務，

就是如何宣傳組織的性質及其 賱，讓當地人民知道，並入社與其產生 動，

其當日本赤十字社或是殖民統治者，需要對這些加入的社員進行動員時，

殖民統治者才能在第一時間內，有效地將各種資 加以整合起來。關於這點，

可經由臺北支部發會式兼第一回社員總會的 開活動過程，來了解赤十字社

如何利用各種的宣傳方式及活動，達到擴大組織及有效動員地方資 的目 。 

當 1898年 5 月俕上義雄由臺中知縣轉任臺北知縣不久後，《臺灣日日新

報》就曾報導，俕上支部長積極地投入臺北支部社員的招募，31在其上任的

前一年，臺北支部的社員人數約六、七百人，32其上任後到第四個月時，社

                                                 
31〈支部漸興〉，《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 10月 28日第三版，第 147號；〈赤十字社臺北支 

部の發開式兼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4日第二版，第 444號。 
32〈赤十字社臺北支部の發開式兼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4日第二版，第

4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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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人數就增加到 1 598 名，
33
大約相差了千人左右，到了 1899 年 11 月 26 日臺

北支部發會式時，社員人數增至六千餘人。34值得特別加以討論的地方是，

俕上支部長究竟是 過那些方法來募集社員，並且如何將原有地方士紳的力

量納入此組織中呢？  

首先，由表二來看，當時臺北支部內的 員，或由縣廳內的官員，或由

各地 務署及支署長等來擔任，經由他靽協助支部長到各地方來招募社員。

一方面利用殖民統治者的威權身份，藉著宣傳赤十字精神之目的，不斷地派

遣官員前去地方士紳韑中進行 說入社，利用資助「 博愛」事業之名，

以達「報國 兵」之目的；另一方面，也廣 地方上重要人士，協同去向其

他的士紳進行宣導入社的活動。這些由官紳合作所進行的招募活動，在當時

《臺灣日日新報》上有如下的生動的記載： 

 

臺北縣庶務課長金子（源治）氏，昨奉知事命邀集稻艋紳商葉為圭、

林望周、洪以南、蔡達卿等，諭以赤十字社，乃我國第一有名，本島

既入版圖，宜乎多邀紳商來會，庶將來蒸々日上。聞葉為圭諸人諾々

連聲，想不難出而招集焉！35 

 

赤十字社臺北支部村上支部長及諸幹事等，銳意勸誘加入者，本報曾

經揭載矣！緣因三日以前，為勸誘加入一事，金子幹事，親赴枋橋林

氏宅與林彭壽會面，舉□赤十字社之旨趣及其範圍一一說明。林氏殊

深贊美持出現金一千圓為寄附，時金子氏諭林氏，到縣廳面謁支部長，

而行繳納。預約十月四日登廳云々。及金子氏歸廳後，本月四日，林

彭壽為寄附之事，親抵縣廳實，因赤十字社設立之旨趣甚美，固足動

                                                 
33〈赤十字社臺北支部員數及び役員〉，《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 10月 23日第二版，第 

143號。 
34〈赤十字社臺北支部の發開式兼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4日第二版，第 

444號。 
35〈招募社員〉，《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9月 29日第三版，第 4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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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景慕，以林氏聞斯旨趣，遂作此美舉，亦可見其仗義疎財也！從來

千圓之寄附金者推為佩有功章社員，蓋優遇之最者矣！36 

 

昨午（10 月 24 日）二時，枋橋支署長命街長林岳邀請街本（本街）

紳商富戶，齊集公所，支署長親出勸捐赤十字社一事，演說立社原因，

無非濟世救人美意，想諸君聞此一席傾談，其必悅從可知，特未審，

向前捐納，果屬何人，容查名姓，為之表揚。37 

 

擺接堡此次捐納，赤十字社員約近六、七十名，皆賴支署長岩本氏，

所到各庄議整保甲之外，即區長演說結社入會本意，託其代為招捐，

每區中均多向義出來就捐，應命又委以林綸閣幫同街長林岳勸勉紳商

富戶，是以一時踵接投遞願書，至於若此之眾，但因人多楮狡，不及

俻載芳名為憾！38 

 

過上面所列 的新 記事，可以清 地看到臺北支部 著地方官廳的權

勢，並藉著縣廳內官 ，或是 務署長等的權威，協同被任命為街 長或是

參事的地方士紳和富商靽，一起進行有關社員招募及義 金的勸納活動，

其更以當地的地方紳商和 商為主要對 。一方面是其 有較多的資產可以

納 外，另一方面，地方士紳或許藉此參與臺北支部的事務，再加上臺北支

部和殖民統治者的關係密切，以入社或 過 納，獲得 種形式上的「

資本」，如社員章、 狀等，藉此 進與官廳之間的關係。 

 

 

 

 

                                                 
36〈林氏寄金〉，《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4 日第三版，第 428號。 
37〈枋橋近信——勸行義舉〉，《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5日第三版，第 445號。 
38〈集腋成裘〉，《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31日第三版，第 4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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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臺北支部 員表（1898 年） 

 名名名名 當時擔任之當時擔任之當時擔任之當時擔任之 務務務務 

支部長支部長支部長支部長 俕上義雄 臺北縣知事 

支部長支部長支部長支部長 松  臺北縣書記官 

部 通 臺北縣 部長 

金子 治 臺北縣 務 長 

井元   

島俕   

 

 
事事事事 

加藤重任  

會計委員會計委員會計委員會計委員 續 三 臺北縣 務官 

事務委員事務委員事務委員事務委員 7 名  

地方委員長地方委員長地方委員長地方委員長 10 名 各地 務署或支署長任之 

資料來源：〈赤十字社臺北支部員數及び役員〉，《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 

10月 23日第二版，第 143號；臺灣經世新報社編，《臺灣大年表

（復刻版）》（東京：綠蔭書房，1992年），頁 27、33。 

資料說明：淺井元齡及加藤重任於 1897年分別擔任過苑里及桃仔園辨務署 

長。 

 

臺北支部為使進行招募的人員，能更盡力的協助此事，進一步的對於這

些地方廳中的官員或是地方士紳，加定 的 法，以 為 ：  

 

赤十字社來廿五日將開大會於臺北縣廳，昨聞村上知事，憲已定製銀

杯三十個，欲獎賞勸誘入社在五十名以上之社員，蓋所以示鼓勵而著

褒榮者也。39 

 

即經由給 更 的方式， 支部 員及士紳靽何力的進行社員的招募

活動，以達成擴大整個支部社員人數的任務。 

                                                 
39〈俻物行獎〉，《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15日第五版，第 4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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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情形之下，或許有部份的士紳加入並協助臺北支部。但是當時

臺灣的地方士紳是否 如其所報導那 的了解，或是認同所 赤十字之博愛

精神及 賱，而在 之下加入臺北支部呢？就在臺北支部廣 對發會式

兼總會進行宣傳的同時，當時日日新報的主 在論議上 載 勸入赤

十字社會說 一文，文中首先說明「赤十字社會者，所以表 人 之

兵士忠愛之情。值 區或起戰爭不論何國 爭，皆得在軍隊以外，收 此之

傷病者治療而看護之也。是其募集 金以成公共 團為 人之資本，義

大手此 」，重申日本赤十社「報國 兵」之主 。其次， 述赤十字之

起及日本接觸並發展的過程。在最後表達了他對臺灣士紳入社的情況作了如

此的描述： 

 

「現時臺灣全島，既歸統治版圖，赤十字社支部分設，亦□周遍各處，

人民有資望者，當此社員募集之期，可弗思奮然興起乎！夫人志存為

善，特患力量為拘，方餬口之靡，遑斯發心之無自耳，苟其日用衣食，

稍有贏餘，則身外之錙銖，既非生所帶來，臨歿亦難攜去。不務行善，

而徒作守錢之奴，識見實卑陋！甚竊觀本島，習尚殷富人家，報賽應

酬，一旦費數十百金，恆多不惜。況於此莫大義舉，所施貲財有限，

而所助陰隲靡窮，豈轉有所慳吝，其或等於慳吝者？殆未明會社主旨

耳，若共知渠款，將以行善，則嚮風慕義之儔，必有互相鼓舞，樂應

募以輸忱者，任卹化行，不禁情殷鶴望焉！」40 

 

對於臺灣士紳為何 可 金於各類 會，卻不 加入赤十字社，以資助其事

業，大 不解，而 載了此文。經由如此的描述，可以得知士紳靽對此組織

觀 的另一面，並非當時所有的士紳都如期 之下的了解「 之 兵士

忠愛之情」，而 意加入此不同於以往的所有組織。 

    其次，為了討論何時以及如何 辦臺北支部的發會式活動，曾由俕上支

                                                 
40〈勸入赤十字社會說〉，《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5日第三版，第 4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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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以縣廳的名義，廣集官員及地方士紳靽，於臺北縣廳構內， 開過多回

的「赤十字社支部商議員會」。依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 

 

……今回委任諸位為商議員，今後除望諸位為贊助協助社務一事奮力

而為，更要向土人（本島人）以演說來詳述赤十字之趣旨。當日來會

之人，自村上知事起始，松岡書記官、磯部警部長、續稅務官、金子

淺井兩囑託、山下秀實、木下新三郎、服部甲子造、大庭貫一、江頭

六郎、田村實、岡本武平等諸氏，及李祖訓、陳汝厚、李春生、王慶

忠等諸氏亦來會之。41 

 

由佐野日本赤十字社長，囑託當地之山田□三、木下新三郎、江頭六

郎、李春生、葉為圭、李秉均等諸氏為臺北支部商議員。……42 

 

被 集來參與此次會議的人士，多為縣廳中的官員或地方的士紳，由此可以

很清 的了解到，日本赤十字社及其各地支部、委員部等，決非僅是個單純

由民間人士以 救人之心所組成的，反而是在國韑體制之下的官員，才是

其組成的要素。另一方面，被納入之地方士紳，其往往俇演著統治力量能否

於地方事務推動上成功的要因。由上而下的推行社務，是日本赤十字社很

著的特 之一，此點在殖民地的臺灣表現的更為明 。經由以下 的報導

之中，可以看到地方士紳不僅要繳納每年社費成為社員，亦需在 種程度上，

自 或是被動地，被 使協辦支部的相關事務，強 地表現出殖民統治者從

地方上獲取並整合更多的社會資 。 

 

一昨日臺北縣廳內赤十字社會員等，敘議開會日期，並派員司事會場

事務，大講順序方法，計畫整齊。聞卜擇開會日期，定於來月廿六日

                                                 
41〈赤十字支部商議員會〉，《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 12月 17日第二版，第 196號。 
42〈赤十字社臺北支部商議員〉，《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4月 15日第二版，2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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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時，豫備遠來參列之會員宿舍，一切事務議至午後三時方散，大約

開會發開式，尚有一兩度計議，方得全備云。43 

 

赤十字社舉行開式會，人數眾多，恐遠來無處棲趾，固就大稻埕、艋

舺，擬設宿舍，而□區長葉為圭、醫士黃玉階、商戶黃再份、維新公

會等，按招五百人安置，諸巨家會館，其待接人及床褥諸物，先期俻

就，是月躋々蹌々，車馬盈門，亦可謂勝地不常矣！44 

 

定大稻埕及艋舺為宿泊所，數箇處為茶商公會、太記茶棧、維新公會、

普願寺、葉為圭、黃玉階之居宅（以上大稻埕）等，又於艋舺龍山寺

等。45 

 

對於非臺北地區至此觀看參與支部發開會式的社員，於 宿安排上的方式，

經由多回商議會的議定，決定由大 及 地區的士紳來負責提供 宿的

地點及相關的用品。在支部發會式正式開始後，大約三百名由各地而來的社

員來此 宿，提供 宿的士紳，亦備充足的飲靪招 他靽。所以在這次發會

式結束之後，對於此次大會擔任委員之地方士紳共 49 ，在《臺灣日日新報》

上列名加以表 ，
46
如表三中所列，對於表中人物之經 及其所 的資產部

份，自《臺灣列紳傳》、《臺灣人物 》、《臺灣官紳年 》等相關人物 當中

所整理，但部份人士尚未能掌握其生平， 將來有更多之史料時，再加以補

充之。不過，就筆者目前所知之地方士紳的部份，可以從表中的經 及資產

部份觀察到，協助此回臺北支部發會式之地方士紳，通常都 有較多的資產，

以及曾獲得紳章或其他官方的 章等。這亦是地方士紳協助赤十字事業後，

                                                 
43 〈豫議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19日第三版，440號。 
44 〈安置社員〉，《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17日第三版，464號 
45 〈赤十字社支部大會□□——大稻埕艋舺の宿泊所〉，《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22

日第二版，第 468號。 
46 〈好義可風〉，《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2月 2日第三版，4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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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得之「 資本」的其中一類。往後，不管是自 入社， 是因公務而

加入者，或是其他因素成為社員者，各地士紳皆 不 地被納入赤十字社

的地方組織之中，並奉 力量，用以資助為國韑 務之機關——日本赤十字

社。 

 

表三  臺北支部發開會會後表 人員及其經 表 

名名名名 經經經經  備備備備  

安   

王明月   

王    

王清    

王義萬   

王 忠 保 局 事、1897 年紳章、臺北縣參事、臺北

廳參事 

資產 11 萬  

佣文  大 商、 商公會長、1900 年紳章 資產 12 萬  

李 佾 公學 師、臺灣日日新報編 、參事  

李 生 及和記 行商務、保 總局會辦、1896 年

六等 章、1897 年紳章、臺北縣參事、

臺北廳參事 

資 產 約 百 萬

 

李韍  富 、1897 年紳章 資產 20 萬  

俤傳 清朝武官、民政局 、1897 年 六等 單

日章、臺北仁 院 議員、1900 年紳章 

 

子成   

照   

德 1897 年紳章  

望  縣學 生、保 局長、1898 年紳章、大 區

長 

 

質   

配   

文  生、總督府臨時舊 調 會 、1900 年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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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以南 生員、 務署參事、1897 年紳章、臨時臺灣舊

調 會 、臺北廳參事、淡水區長、街長、

協 

資產 5 萬  

   

許論    

天來 商公會長、大 侄 團長、臺北 協議會

員、臺北 協議會員、 記 式會社社長、

用組合理事 

 

支成   

 保 局、臨時臺灣舊 調 會事務 、1909

年紳章 

資產 1 萬  

志  1897 年紳章 資產 2 萬  

性初   

直鞜 1900 年紳章、保正 資產 4 萬  

 生員、1897 年紳章、 鹽務支館經理、臺北

縣參事 

資產 5 萬  

   

 大 記 商  

 大 成 商  

曾保    

 1896 年 六等、1897 年紳章、臺北保甲局總

局長、官鹽賫 組合長、臺中廳參事、臺灣總

督府 議員、 院議員 

 

   

黃玉    

黃玉  1898 年紳章、臺北 師、1914 年 六

等 章、中醫、大 區長 

 

黃    

黃  公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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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應  區長、臨時舊 調 事務 、 區街

長、1900 年紳章 

 

為  縣學 才、 師、1897 年紳章、大 區長、  

松   

鐵金   

侧玉 生、保 總局正主理  

長  富 、保甲局 局長、1900 年紳章、保正

總代 

資產 15 萬  

達鞜 保 局長、1897 年紳章、 第一區街 長、

鹽務支館經理 

 

   

利   

世南   

如 府學 才、創設義和 行、保 局、1900 年紳

章 

資產約 10 萬

 

資料來源：〈好義可風〉，《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2月 2日第三版，第 470 

號；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編者，1916年），頁 1、

2、3、4、5、8、12、13、18、21、22、23、24、25、44、57、58；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年），頁 63、

104、156；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

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年），頁 134；林進發編，《臺灣

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3年），頁 52；谷元二編，《大

眾人士錄》（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1年），頁 13；岩崎潔治，

《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年），頁 134、184。 

資料說明：*此二人在原始資料中在呈現上為不清楚之處，有待筆者將來更 

進一步查證。 

 

再者，臺北支部或是臺北縣廳，究竟提供那些好處， 發當地人民入社

成為社員呢？依據日本赤十字社社則，入社社員依繳納的年費，及對此社的

等，分為正社員、 身社員、特別社員、名 社員等，給與不同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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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員章 、 狀、推 狀等，除此之外， 有其他重大的功 ，便再給

不同的表 ，如 狀、有功章、 、 等。47通常 沒有很 著的功

，是不可能獲表 的。不過，就在臺北支部 行發開會式前 ，曾在《臺

灣日日新報》上報導： 

 

現據赤十字社本部，通牒各支部新設獎酬捐助寄贈之例，從前本社給

獎之例，二百圓以下僅給禮狀一片，今改為五十圓以上者，通贈木杯

一枚，以示永感謝意。今由該本部通牒各部，一體遵辦。定於來月二

十日左右，開會協議各部，遵照辨理云。48 

 

利用給 較 的 ， 使士紳加入。且這些入會時的 狀、 狀、

有功章等，亦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告知將在 11 月 26 日的發會式上公開

的頒發，
49
似乎有公開宣 入會者有功於臺北支部，或對日本政府的積極奉

。這 的身份 ，往後在各類統治者所 辦之公開 式中，可以觀察出

其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如圖四，為 1926 年 松宮 下（ 和天皇之侩）來

臺時， 役所於基隆港 辦奉 活動時，由 役所動員於基隆所有的官員、

、 協議會員，各種 代表、獲有紳章者，各官方 團體，以及各

委員以及保正等參列，當中可以看到赤十字社社員亦參列在其中，可想見其

在統治者心中具有一定的地 。
50
 

 

 

 

 

 

                                                 
47  日本赤十字社，《現行日本赤十字社例規類集》（出版資料不詳），頁 126–137、152、157。 
48 〈獎酬捐助〉，《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6月 27日第三版，第 344號。 
49 〈赤十字社有功章社員〉，《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1日第二版，第 442號。 
50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頁 18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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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松宮 下奉 置圖 

 

資料來源：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頁 182。 

  

除此之外，赤十字臺北支部商議會在發會式前，向臺北城內 、大

等地的 商進行協調，請求於發會式的當天及前後二日，讓 帶社員章

而具有赤十字社社員身份者，可於這兩地的商店中，以 1 到 3 成的折 來

商品。
51
經過支部的何力協調後， 意於這三日給 折 的商韑數及其折 數

等，
52
如表四。另各地社員來到臺北，這中間的交通往 及 宿的費用，也由

支部派員進行交 ，以求方便社員與會。另一方面，臺北支部亦安排不少的

參觀地點，包含臺北醫院、 藥所等地，讓 到而來的社員，能一 殖民統

治者在臺北所施行的各類先進的設施，有著向臺灣人展現其文明進步的一

面。（表五） 

 

 

 

                                                 
51 〈發會盛典〉，《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9日第五版，第 449號。 
52 〈赤十字支部大會雜俎〉，《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18日第二版，第 4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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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提供折 之商韑數及折 數表 

折 數折 數折 數折 數 商商商商  韑韑韑韑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三成 宿  17 

 店 3 

佣 店 11 

物店 15 

料現（理）店 1 

料理店 1 

 

 

一至三成 

時計店 1 

資料來源：〈赤十字支部大會雜俎〉，《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18日第 

二版，第 465號。 

資料說明：或許是新聞報導之故，所以此則所列僅為部份商家，尚有其他商 

家亦加入減價的活動，例如《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6日

第二版〈赤十字社臺北支部の發開式兼總會〉，此則新聞中提及藥

種商幹事柳田壯，願意提供社員購買物品時，減價三成的優惠。 

 

表五  臺北支部交 交通費、 宿費減 及相關活動事務人員表 

交 人員交 人員交 人員交 人員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備備備備  

續 三 務、大韨

組合長 

宿費 於 25日前向 井

事報告 

金子 治 事 火車費減   

山 商 長 輪船費減 （臺北——淡水之間）  

醫院及 藥所等地之參觀  邊衛生 長 

赤十字社救護所之安排 於會場及演習所

附近 

三  候所及物品 列所之參觀  

資料來源：〈發會盛典〉，《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9日第五版，第 449

號。 

 

由此次俕上支部長在發會式前，與官員及士紳之間的合作，可以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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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如何利用赤十字這 的組織，將其力量由上而下地深入地方社會中，

並且也藉此 及有效地控制地方士紳，將其力量，包括他靽的資產，以及

對地方人民的表 性等，盡可能的全數地納入殖民統治政權的運作之下。反

之，地方士紳也藉此獲得「 資本」等，增強其在地方上的威望，並增進

了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在經過官紳之間一連串的準備後，這場臺灣有史以來第一回的赤十字社支部

的發會式，就在總督府來到後的第四年，於 1899 年 11 月 26 日 大的展開。

日本赤十字社亦由本社派遣 事佐和正 靭 丸由神戶至臺灣，由其於發

開會式上將總 松宮 仁親王的令 ，交由臺北支部長俕上義雄代為宣

。
53
當日發開會式的活動 程，如圖五所 。與會的社員，皆 著入社時

所獲得之社員章。到達會場後，經由臺北支部接 人員的 導下，

於 砲 響下開始進行臺灣地區首回的臺北支部發會式。 

 

圖五     日本赤十字社臺北支部發會式兼第一回社員總會式 程圖

                                                 
53〈赤十字社支部大會雜俎〉，《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18日第二版，第 4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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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赤十字社臺北支部發開式兼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 

月 24日第二版，第 444號。 

 

首先由俕上支部長進行宣 總 的令 ，內容除對赤十字的主 能在臺

地發 ，及對為此何力的官紳加以 外，更再次的強調何 赤十字的主 ，

「我赤十字之主 ，素以報國 兵而發人民 相博愛之情，而其事業，於戰

時對護國的軍人救護之，兼於平時以救療大俽事變下傷病者，皇國的 民

能不加以贊同協力之。臺灣為我帝國之南關國防上最樞要之地，赤十字事業

之必要自不 言之。」54以此對臨場之社員進行 化，告知他靽赤十字社之

主 就日本帝國來說，就是以「報國 兵」為主，對赤十字社進行 ，亦

是對帝國的 。除此之外，更進一步在令 之中告知在場的所有士紳，臺

灣乃是日本帝國南方國防上的重鎮，更要臨會的社員知道此組織在軍事上的

所俇演之重要地 ，而要社員靽為此 續的何力，使赤十字事業能 發達。 

當俕上支部長報告完臺北支部的相關事務後，對臺灣士紳來說，接下來

的這個 式，或許會比先前的政令宣 來的重要的多，那就是有功章及特別

社員 狀、 書、 章的賬許活動。有功章及特別社員章的獲得，除要有

大對於赤十字的資助外， 需要經總 上達給宮內省大 ，得其認可之後，

再由總 賬許，才能 獲得如此的 ，55這比正社員或是 身社員章更為

難得。而且 能於如此公開的式 上，由本社代表總 前來的 事佐和正，

於臨場的各地士紳前，公開的進行表 ，由此可想見其所代表意義。無 乎，

當時已為 身社員（一回繳納 25 者）的 ，在發開會式前，又再補足

175 而獲得特別社員的身份，
56
並且在此回的賬許式上亦列為一員，獲得特

別社員章及 狀等。
57
除此之外，士紳靽亦認為這類身份 的章 是具有重

                                                 
54〈赤十字支部發開式兼第一回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28日第二版，第 472

號；〈總裁令旨〉，《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29日第三版，第 473號。 
55 日本赤十字社，《現行日本赤十字社例規類集》，頁 135。 
56〈特別社員〉，《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25日第五版，第 470號。 
57〈大會式場補遺〉，《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29日第二版，第 4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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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如當時的士紳在 照留 時，亦往往會 上此章。58並且在 些重要

的場合，此章 亦由其特別的用意，可從這則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記載，

知一二： 

 

臺中縣書記官渡邊君、臺中弁務署長關口君，于十月十九日同為牛罵

頭之行，蓋因兒玉爵帥訂于十一月十一日欲往臺南饗老，歸路必由該

地經過，預諭各位區長，至期須掃潔道路，齊放爆竹。凡紳士區長等

來往迎送，無論勳紳、赤十字社等章，俱宜佩帶，以昭敬意云云。59 

 

由此可知此種公開且極為 的 式及 章，對於在新統治者下的士紳來

說，有其身份不同於一般人的 ，可以在參列各種場合上展現出來，

因此，具有相當 人的佫 力。而於此回發會式場上獲頒這項 的內地人、

本島人如表六 所列。 

 

表六  臺北支部發會式上獲頒有功章及特別社員章人員表 

章別章別章別章別 出生別出生別出生別出生別 名名名名 

有功章 本島人  

田 一 鐵田 吉 

近藤 門 井  

田金三  田俕佐  

本 三  田邊直之 

金子  田俕實 

 

 

內地人 

三戶德   

 直鞜 

王 忠  

 

 

 

 

特別社員章 

 

本島人 

志  維漢 

                                                 
58 下村宏修，《臺灣列紳傳》，頁 1、4；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頁 134。 
59〈臺中時事——官諭節錄〉，《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0月 28日第三版，第 4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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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資料來源：〈大會式場補遺〉，《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 月 29 日第二版，

第 473號；〈特別寄贈〉，《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02日第三

版，第 452號。 

     

再者，是日下午於 南門外衛 病院附近，所進行的戰時救護演習，亦

是此回發會式的另一項重頭 。此可分為對抗演習及救護團演習二部份。首

先實行對抗演習的部份，在 團參 川少佐依據於訓令，指定兩軍對抗的

集合地點，在 附近進行交戰的演習，再由衛生隊進行戰地的救援活動，

此回混合野戰病院及臨時繃帶所的 演，以展現戰場上不分敵我的救護任

務，給當時鞙成為日本帝國 民的臺灣人觀看。60其次，在下午二時，在臺

灣總督府醫學 構內，經由赤十字社臨時救護團演 當發生地 、海 、或

其他天俽的情況下，如何進行受傷人員的相關醫療，當天由臺北醫院派醫員

及看護婦協助活動的進行，由於當時臺北支部尚未設立醫院，因此由臺北支

部所派出的看護婦人數不足。為補足看護人員，就派遣鞙訓 不久的 志看

護婦 120 餘名，參與整個演習活動。61整個活動結束後，再帶領與會的社員，

進入臺北醫院中的 療 俔室、理化室、病理解鞖室、 處、 室等，

並派員特別向社員中的臺灣人進行解說，使其了解進代醫學的奧例及先進之

處。最後，再前往其他的參觀地點，如 候氣 所、 藥所等。62至此當天

的活動就告結束。 

過對這 一整天活動的觀察，可以看到殖民統治者極其用心及 例的

在安排著此回的活動，這不單單只是日本赤十字社臺北支部的發會式而已，

                                                 
60 於戰地上，分為就地治療，為輕傷還能戰鬥者；臨時繃帶所，為前線的臨時救護所，收

容較為嚴重者，並進行初步的傷口處理，再後送為於戰地 3里（日方單位）外的野戰病院。

〈衛生隊演習〉，《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28日第五版，472號；奧村房夫監修，《近

代日本戰爭史》，頁 232–250。 
61〈□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28日第三版，第 472號；〈假設救護團の狀

況〉，《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28日第五版，第 472號。 
62〈社員參觀〉，《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1月 29日第三版，第 4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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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殖民統治者用以進行「報國 兵」的精神 化，以及傳達所 「日本帝

國是先進的，是文明的代表者」的觀 宣導。而活動最主要的對 為臺灣的

人民， 其是士紳的部份，因為地方士紳所俇演的 ，是統治者與一般人

民之間 通的橋 ，使這些社會領導 ，認可前述的「報國 兵」觀 後，

經由他靽來對 羅百 進行宣導就更為容易了。 過公開的方式，附與這些

士紳地 的 物品，如紳章、擔任地方公 ，而赤十字社所給 的表 亦

是。這些被 後的地方士紳，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時期內，在各方面都俇演

著相當重要的 。因此，自臺北支部 行發會式後，臺中、臺南等地亦開

始籌備 行相同的活動。63除此之外，臺北支部在往後的兩年之中，又在新

及基隆分別 辦第二、三回社員總會，64當地的士紳如新 的 如 、

、李 訓、 、李令 、李鞦佾等皆參與之，65或許經由 辦這類

的活動，殖民統治者更可輕易地將地方士紳納入其管 的範圍之中，並為

將來能有效地動員和整合地方資 路。回應先前的想法，或許這就是所

的「於平時尚未發生事變時，就為將來可能發生的戰爭，進行戰時的動員準

備」，也就是說，赤十字社存在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方面 過於平時為未來

可能發生的戰爭進行動員或準備，包含資金的取得、救護人員的訓 等；另

一方面，經由殖民統治者及配合地方士紳的協助，將「報國 兵」觀 由上

而下的 輸給鞙成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人民，使殖民 國在 需各種資 投

入戰爭或天俽的救護活動時，能迅速且有效率的獲取這些物資。 

 

四四四四、、、、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之之之之成立成立成立成立 

     

1898 年 2 月，第四任臺灣總督 玉 與民政局長後藤新平上任，當

                                                 
63〈臺中臺南赤十字社〉，《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 12月 1 日第二版，第 475號。 
64〈赤十字社支部第二回總會（新竹）〉，《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 4月 28日第二版，第 595

號；〈赤十字社支部第三回總會次第〉，《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8月 2 日第二版，975號。 
65〈特別社章〉，《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 5月 2日第三版，第 598號；〈詩以代頌〉，《臺灣

日日新報》1900年 5月 15日第四版，第 6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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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日本的內部，有著改靣臺灣統治的想法（主要在 省行政經費），以減少日

本國庫補充金的負擔，並藉此 止日本中央增加田賦的共 。就此 玉後藤

須面對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 省總督府開支，因此進行過多次行政機關的

改靣及調整。首先，在 1898 年 6 月上任之初，初步整體改靣的重點，在於省

減總督府原有的民政、 政兩局 為民政部，設民政長官統理 15 個部門，藉

此 立民政長官於民政事務上的首長地 ，並 俫 員。在改靣總督府官制

的同時，地方上也將原有的六縣三廳制 減為三縣三廳制（見圖三），原於縣

廳之下總計數百個的 務署、 察署、 署、廳署等，現合 成 44 個 務

署，並將前三者之事權合 於 務署各 之中，以 務署為地方行政之基 ，

簡化地方行政，並於 務署內設置 務支署（相當 察分署），支署下再設

察官 派出所，支署員由 部、 部補、 擔任。此改靣的設計除著 於

俫 的機關 政外，更重要的是後藤新平想藉此擴充 察機關，將為對

付抗日武力所採的 察「集團組織」方針，改成「 在主義」，意即自 務署、

務支署及 察官 派出所，依侤 密的 設，使 察能深入地方，而形成

而有 統的 察 。
66
 

再者，後藤新平為了實現其 察政治的理想，更一進步的於 1901 年 11

月，再次進行總督府官制改靣。後藤不 以去 之事力爭，由總督 玉

一再向日內 折衝而 於得設「 察本署」，使其成為 察 統的中樞領導

機構，其著 點在於擴 察機關，使 察 統自總督府至地方，得以建立

統一而一 的領導制度。就地方行政組織的變靣方面，主要為「廢縣置廳」，

將原來的三縣四廳廢止，改為二十廳。為加強對二十廳的控制，便將 的

事權轉至民政部。除此之外，先廢止廳下 務署，再於翌年廢縣下之 務署，

以 行政區劃，達到中央集權之目的。因為此 於縣廳及總督府間的機構，

不但所需經費 大，又 總督府對地方的直接控制，有時會產生上情不能

                                                 
66 鍾淑敏，〈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1906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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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達之情形，
67
因此，此回的「廢縣置廳」，就是為了強化民政部對地方行政

機關的指揮權，並為了組織以 察為主體的嚴密 ，以擔任鎮壓抗日勢力

的主 ，於是設計以 視擔任廳長（據廳長特別任用令，但這只為制度面的

設計，實際上並不盡然）、 部擔任支廳長（支廳乃由 務支署改名而來）的

二十廳制度（見圖三）。後藤新平最初於「臺灣統治救 」中所強調的 察

，乃於此實現。另一方面，「保甲制度」配合著這個嚴密的 視 統，除

了使「土鞛」漸失其依據，也協助總督府由上至下的傳達並 行所有的政令

及政策，使所有的事務皆納入總督府的嚴密控制之下。而此地方行政體的設

計，也為往後各任總督所 襲。
68
 

    就在總督府為擴大對地方行政事務的控制權，進行「廢縣置廳」改靣的

同時，擔任臺北縣知縣並兼任赤十字社臺北支部長的俕上義雄，只得在大

地方士紳的賳別之下，解 回內地。
69
另一方面，赤十字社在臺灣各地的

支部，亦因縣廳的合 或廢止，造成原先所 藉於縣廳之中的事務所，暫時

關 或停止 行事務。
70
為因應此情況，首先由臺北支部向東京的本社傳達「本

支部目前失所 藉， 照北海道之例，於道廳之中設置一統籌性質的支部，

再於各支廳設置支部。將支部轉交由總督府 管，並於各廳下設置委員部。」

之想法， 以此 例，請求東京本社給與准許。
71
但在尚未獲得東京本社的准

許之前，一方面臺北支部改以臨時事務所之名來 行相關事務，並由原先擔

任 支部長的藤田軍醫為臨時委員，處理一切的事務；
72
另一方面則將臨時支

部設置在舊縣廳內的 務 室之內。
73
其他各地的支部，如臺中、臺南、 、

                                                 
67〈改制續誌〉，《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1月 13日第三版，第 1061號。 
68 鍾淑敏，〈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1906年〉，頁 30–31。 
69〈赤十字社臺北支部引繼〉，《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1月 19日第二版，第 1066號；〈餞

別誠意〉，《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1月 20日第四版，第 1067號；〈一堂話別〉，《臺灣

日日新報》1901年 11月 22日第四版，第 1069號。 
70〈赤十字社支部の事務取扱〉，《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1月 13日第二版，第 1061號。 
71〈赤十字社支部の前途〉，《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1月 17日第二版，第 1065號。 
72〈赤十字社臺北支部引繼〉、〈赤十字社臨時事務所〉，《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1月 19日

第二版，第 1066號。 
73〈赤十字社支部現況〉，《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2月 21日第二版，第 109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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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臺東、澎湖等地，亦設置臨時支部， 續運作相關的支部事務。
74
 

同時間由於受到日本國內新民法鞈定的影響（1898 年 7 月），民間社團

的性質及所屬已制定相關法規進行規範，依據民法施行法的第 19 條中，就具

有獨立 產之團體，必須於三個月內向主務官廳申請並得其認可後，登記成

為具有「 團法人」身份的組織，以此將民間社團納歸至民法下加以有效的

管理。為此日本赤十字社向政府提出請 ，冀望在民法之外，以特別法的方

式使日本赤十字社成為特 法人性質之機構，不完全受民法之規範。就此，

明治政府不認為有需要另立特別法來附與日本赤十字社具有特別法人之身

份，但提出改採以 令方式，變向地 認其因具有為皇室及戰爭而 務之不

同於其他社團的性質，而使其具有特 社團的性質。因此，於 1901 年 12 月

2 日，以 令第 223 發布「日本赤十字社條例」7 條，將日本赤十字社之性

質——受陸海大 的 督，為陸海軍於戰時從事衛生勤務的目的，規範的更

加清 ；並且在 12 月 5 日，發表「日本赤十字社定 」，通知各支部向當地

主管機關，進行 團法人登記的相關手續，東京本社則在 9 日完成 團法人

的登記手續。
75
此改變除了使日本赤十字社以特 法人之性質置於民法的規範

之下，並使鞈定後的日本赤十字社定 之中，針對本部及地方支部的事務上，

嚴格地加以區分，更另立支部規則加以規範之。 

因總督府「廢縣置廳」之地方行政組織的改變，使在臺灣地區各支部失

所 藉，加上日本赤十字社和其支部登記為 團法人的命令，無法如期通達

之雙重影響之下，日本赤十字社於 1901 年的 12 月 5 日特別 開常議會，就

目前臺灣支部組織變更的部份進行協議，對臺灣支部的所屬及將來的規劃進

行討論。
76
於 1902 年就常議會討論的結 ，通知臺灣總督府。由總督府在是

                                                 
74〈赤十字社支部の組織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4月 18日第二版，第 1185號。 
75 日本赤十字社，《人道の歩み——日本赤十字社百年史》上冊，頁 98–106；〈赤十字社條

例〉，《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2月 13日第一版，第 1086號；〈赤十字社職制變更〉，《臺

灣日日新報》1901年 12月 26日第一版，第 1097號。 
76〈赤十字社臺灣支部就〉，《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2月 28日第二版，第 1099號。此則

新聞中，僅說明訂定大體的方向，但內容為何並無加以詳述，不過就後來臺灣支部的整體

規劃，如改隸屬於總督府民政局下，似乎在此會議當中，接受「廢縣置廳」時由臨支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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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4 月 1 日，設立一統籌全島赤十字事務的支部於總督府內，在民政長官

的管理下，於各廳的舊 務署內設置委員部，再次開辦臺灣地區的赤十字事

務，此行政組織上的規劃亦為往後各次地方官制改變時所 用。
77
並在 4 月

10 日以官報的方式，發布「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規則」6 條，正式地規範

臺灣支部的行政 構及其事務（圖六）。
78
至此「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以

下簡稱「臺灣支部」）開始登上臺灣 史的 臺。 

    

圖六      1902年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組織 構圖 

 
資料來源：〈赤十字社臺灣支部の新組織〉，《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4月 24

日第二版，第 1191號。 

 

臺灣支部在往後臺灣 史的發展上，不僅俇演了各類俽韐或疾病救護者

之 ，並直接受總督府及民政長官的管 ，統籌全島的赤十字社事務，在

社費方面，除了部份繳回本社外，依據每年度不同的比例，留下三分之一或

是二分之一的經費，充 支部的經費。為更有效的收集年費，配合改正後的

地方行政組織，由上而下的利用各種方式，任命各廳或支廳的官員或 務

                                                                                                                                     
員們所提出，仿造北海道之例來規劃臺灣地區赤十字事業的想法。 

77〈赤十字社支部の組織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4月 18日第二版，第 1185號。 
78〈赤十字社臺灣支部の新組織〉，《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4 月 24日第二版，第 11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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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等，擔任地方委員部或分區的事務委員，經由各區街 長 助相關的事務，

包含一般的 務、社員的招募以及年費的 收等，79繳費處亦設置在區街

長事務所內。80如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就曾報導：「赤十字支部臺北委員部，

此次金子總務 長外十人為事務委員， 達鞜外三十八人為分區委員，鞂各

奉 命 。」81藉此將地方上的資 加以統整，而這些募集來的經費，在

往後臺灣支部各方面的事業上，有著相當大的助 ，比方在興建醫院、

醫療人員、疾病防治等方面。除此之外，總督府亦利用這些資 ，投入「理

」事業以及往後各次的戰爭之中。由此觀察，改制之後的臺灣支部仍以其

為殖民 國 務的特質和面 ，在總督府殖民政權的行政組織 構及協助之

下，藉由國韑的力量，為此民間團體進行各類募集活動。 

    改制後的臺灣支部，不僅對先前各地支部的事務加以重整外，亦重新任

命臺灣支部內的相關 員，由他靽來決策和 行改制後的全臺事務（表七），

從表中不難發現具有衛生醫療相關 的人員，佔有很大的比例，這或許也

為將來臺灣支部事務上一大轉變預留了 筆——即「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

醫院」之設立及在相關醫療活動上之投入。但在此時，臺灣支部在支部事務

上面臨 個問題。第一，由於當時官制的改變，造成各地支部的事務有暫時

停滯的現 ， 以社員招募問題最為明 ，以臺北地區為例，自 1901 年 11

月至臺灣支部設立前這段期間，僅 12 名社員加入。
82
第二，由於先前各地支

部於社員名單的造 不 詳盡、日本 社員（多為官員）往 日本及臺灣之

間及臺灣 社員對入社規定的不 了解等因素之下時常發生社員年費滯納的

情形。83這些情況到臺灣支部成立後，依舊存在著。 

                                                 
79 宜蘭廳編，《宜蘭廳治一斑——庶務、財務》，原 1916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

頁 211–212。 
80〈赤十收費〉，《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10月 17日第六版，第 1340號。 
81〈赤社委員〉，《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5月 15日第三版，第 1209號。 
82〈臺北赤十字社支部の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3月 1 日第二版，1147號。 
83〈赤十字社年醵金の滯納〉，《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 3月 24日第二版，第 566號；〈赤十

字社年醵金整理〉，《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 11月 8 日第二版，第 758號；〈赤十字社年

醵金の整理〉，《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5月 31日第二版，第 9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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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1902 年臺灣支部 員表 

稱稱稱稱 名名名名 當時 務當時 務當時 務當時 務 

支部長支部長支部長支部長 後藤新平 民政長官 

 臺北醫院長 支部 長支部 長支部 長支部 長 

井  陸軍軍醫部長 

加藤尚志 衛生 長 事事事事 

韜  會計事務官 

資料來源：〈赤十字社臺灣支部の新組織〉，《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4月 

24日第二版，第 1191號。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問題將嚴重的影響臺灣地區的赤十字事業，能否有

效地對殖民 國赤十字事業的 ，例如，在支部尚未成立之前，1900 年因

為清國發生 子響亂， 起八國聯軍進入中國北方平定亂事，當時日本亦派

軍參與作戰，為此，日本赤十字社亦派遣博愛丸、 丸兩 病院船，及看

護人救護班 5 班、看護婦救護班 7 班、臨時俔料庫 1 個、特別救護班 14 班，

合計共 463 人，並 35 萬餘 ，投入這場戰役中的救援活動。
84
臺北支部在當

年度的社費上共收集了 14 470 96 8 ，依當年度的比例繳回二分之一的

年費 7 235 48 4 給本社，
85
但由於社員年費的滯納正在 繳中及新社員

的持續招募，所以對於本社支出在此戰役的費用上所產生的助 較少，
86
此年

的社費也較前年所收取的社員年費 15 839 8 5 ，少了大約千 。
87
 

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後藤支部長在 1902 年上任後，曾多次在民政長官

官 中， 集 井 、 、加藤尚志、韜 、佐佐 基、 藤參

吉、 田以 、佐藤韍 等人， 行多回支部協議會，商討如何有效地解

                                                 
84 栗原芳，《日本赤十字社沿革史》，（東京：博愛社，1903年），頁 363–369；日本赤十字

社編，《日本赤十字社五十年小史》（出版地不詳：內閣印刷局，1926年），頁 32–34。 
85〈赤十字社臺北支部引繼〉，《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1月 19日第二版，第 1066號。 
86〈北清事件と赤十字社臺北支部〉，《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8月 7日第一版，第 680。 
87〈赤十字社臺北支部引繼〉，《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1月 19日第二版，第 10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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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這些問題。
88
首先，臺灣支部要求各地委員部，將過去各地支部之社務

等相關資料進行整理後，交由臺灣支部進行 整工作，將過去不確實及過度

的部份，加以整 ，
89
這是臺灣支部進行第一回有關社員人數的整 工

作。值得一提的，支部成立後至當年 10 月份，新加入的社員數約 500 名，

除當中歸 日本約 100 名的日本 社員外，至少 有約 400 名新社員的成長。
90
但依據總督府的統計資料，1903 年的總社員數為 17 528 人，卻較 1902 年少

了 775 人，
91
或許這就是社員名 整理之 ，使社員身份不實的部份被加以鞘

除，以此確立更為明確的社員名單、總數和各地收支情況，以便其掌握更為

確實的資金來 。 

其次，後藤支部長於同年 5 月 21 日，經由向各地廳長傳達「入社勸 依

狀」一書，再次強調其 賱為於戰爭事變之時 擔救護任務，以圖博愛精

神之發 外，並告知本島目前社員總數約 18 000 餘人，與全島人口相比，約

154 人中有 1 人為正社員，藉此要求各地廳長向臺人，及在臺之日 官 等，

何力的進行招募，以圖支部的擴 。
92
 

再者，就年費滯納的問題上，除要求各地整理會計報告佤給協議會，告

知每年度之社費 繳狀況外，
93
後藤支部長向各地委員部長通達「 金收集受

領的 法」，並告知各委員部必須將所收集之年費的 12 交付支部，
94
再依據

支部會計規則第 9 條的規定，由支部每月依一定比例將社費交付給東京本

                                                 
88〈赤十字社臺灣支部協議會〉，《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8 月 13日第二版，第 1285號；〈赤

十字社臺灣支部職員協議會〉，《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9 月 5 日第二版，第 1305號；〈赤

十字社臺灣支部協議會〉，《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11月 7日第二版，第 1355號；〈赤

十字支部協議會〉，《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12月 5日第二版，第 1379號。 
89〈赤十字社支部の組織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4 月 18日第二版，第 1185號；〈赤

十字社臺灣支部の新組織〉，《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4月 24日第二版，第 1191號；〈赤

十字社支部の事務整理〉，《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8月 3日第二版，第 1277號。 
90 〈赤十字支部と社員〉，《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10月 3日第二版，第 1328號。 
91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總督府統計書》，（臺北：編者，1903年）第七卷，頁 1050–
1051。 
92〈赤十字社支部の擴張〉，《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5月 22日第二版，第 1215號。 
93〈赤十字社支部の協議事項〉，《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8月 14日第二版，第 1286號。 
94〈赤十字支部長の通牒〉，《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5月 21日第二版，第 12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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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95
合計繳回本社的總 ，約佔臺灣支部全年度所收集社費總數的 46 。

96
 在

繳的過程中，後藤支部長照會各廳長，要求先將社員 納年費的戶 名 ，

往臺灣支部事務所，交由臺灣支部來處理。
97
並由廳長負責向各地區長傳達

此項命令，區長再派書記至各地將社員名 及 繳情況，具實 並 錄之。
98
這 的作法除了使總督府可以更清 地知道到底有多少社員外，由於社員中

約有三分之二為臺灣人，且加入者多為 紳之戶或富商大 等，
99
總督府似乎

過此方式了解臺人士紳的狀況， 將其納入總督府的管 之內，加以有效

地 或利用。 

經過調 之後，發現內、臺社員中，內地人滯納情形較多，而臺灣人的

滯納情形較少出現，或許因為臺 社員之中多為 實之韑外，又或許是迫於

殖民者的統治手段，以為此項費用如繳納地方 一 ，不 有所滯納的情形。

為了有效的收集到社費，臺灣支部在向社員進行 繳時，除了要求各區長或

收人員告知社員，依本社規定之法，一年以上未納者，將被 除社員身份，

用以告 滯納年費之社員外。
100

復次，針對臺灣支部社員中約佔三分之一的

日 社員（ 其當中大多數為來臺的日 官員），因其滯納現 ，約佔日 社

員的三成，
101

由支部 事韜 就此現 ，於 6 月 6 日向各廳下達「由於

內地人交 歸去的情形相當 ，難以 期繳納年費，為 其繳納之年限，

自本月起，將改為從官 每月 靵之中，直接 下一 以納社費，大約二年

多，就可以全數繳納完 ，獲得 身正社員之資格。」
102

對具有官員身份的

日 社員，用強制的方式加以 收，藉以減少滯納情形產生，以充實社費。 

                                                 
95〈赤十字支部長の通牒〉，《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5月 27日第二版，第 1219號。 
96 此與北海道一樣，並且一直實行至 1907年。日本赤十字社，《人道の歩み—日本赤十字

社百年史》上冊，頁 461。 
97〈赤社收金〉，《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8月 15日第三版，第 1287號；〈赤社催收〉，《臺

灣日日新報》1902年 7月 20日第六版，第 1265號。 
98〈赤十字社年醵金の怠納〉，《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 9月 11日第二版，第 1611號。 
99〈社費徵收〉，《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10月 3 日第四版，第 1027號。 
100〈赤十字社社員不納の整理〉，《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11月 26日第二版，第 1371號。 
101〈赤十字社年醵金の滯納〉，《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 3月 24日第二版，第 566號。 
102〈赤十字社員醵金收集方法〉，《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6月 7 日第二版。第 12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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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 1902 年正好是日本赤十字社創立 25 年，在日本內地正

天 著 活動，為了對社員表達 ， 作了二十五 年之

章（圖七），以此作為 品。臺灣支部就 此機會，由各地區長向告社員告

知， 能完繳十年社費者，就能獲得此代表無上 之 章。
103

 藉此佫

社員，能將年費如期的繳納完結。以臺北廳第 18 區域內大約有近百 的正

社員為例，自公布此項計劃後至 12 月底，這個地區大約 10 個正社員中，只

有 1 人能完全清繳年費。
104

利用 與 章的方式用意雖 ，但有 意或有

能力繳清者，似乎不多。因此不久後針對清繳年費此項規定， 限制，只

須年費繳納至 1902 年度者，不必將十年之期全部繳清，就可以獲得此

章，上例中的臺北第 18 區管內，後來提升到 10 個正社員中，約有 5 6 人可

以獲得此 章。
105

臺灣支部同時利用 侶及 方式，冀望能將社費滯納

的情形降至最低。 

 

圖七      日本赤十字社創立二十五 年 章圖 

    

                                                 
103〈給紀念章〉，《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11月 13日第三版，第 1360號；〈配布紀章〉《臺

灣日日新報》1902年 12月 02第三版，第 1375號。 
104〈賞章鼓勵〉，《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 12月 24日第三版，第 1395號。 
105〈賞記念品〉，《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 2月 22日第五版，第 14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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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蔡錦堂提供。 

資料說明：左圖為正面，上為總裁小松宮彰仁殿下之肖像；右圖為反面，上

刻有「日本赤十字社創立二十五年紀念 祝典及明治三十五年五月

一日」等字樣。 

    

自後藤支部長以各類強制性的手段，對改制後的臺灣支部進行一連串的

整 後，使得有關社員總數部份，開始有較為完整的統計資料出現，根據總

督府統計資料所 ，自 1902 年度至後藤支部長 轉任「南 鐵道 式會

社」期間（表八），在社員人數上，是有 成長的， 其是在 1904 年日

戰爭開始後，社員人數成長最為明 ，臺灣支部經由《臺灣日日新報》的報

導，以「報國 兵」之大義，及此時期為軍國多事之 ，十分需要費用等，

請求後藤支部長向各地方委員下達進行社員招募，以充實社費。
106

也就是說，

經由戰爭的發生，一方面是赤十字社 染戰爭下其 活動的正當性以及愛

國表現；另一方面，亦為臺灣支部最容易招募到社員的時機。從表八中，的

確可以觀察到 1905 年的社員總數比 1904 年多了 7 千多人，且可以看出本島

社員所佔的百分比是由 58 擴大到 71 左右，由此可知臺灣支部主要招募的

對 是本島人。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表 中，在各出生別社員與現 人

口相比之後，發現佔社員總數百分比最 的本島社員，其平佾百人之中 不

到一人加入臺灣支部之中成為社員，而內地社員的部份，則是百人之中約

15 16 人為社員。也就是說，在臺灣支部成立的初期，內地社員才是整個支

部的主體，而本島社員方面有能力或是有意 ，加入臺灣支部 是少數；

但由於本島社員多為地方士紳或是 富大 之 ，雖非主體，但卻是可以為

臺灣支部帶來最多的資 ，因此，當殖民統治者在 行戰時動員時，所招募

的對 上，本島的社員就成為最主要部份，所以在整體社員數上才會佤現成

長的現 。 

 

                                                 
106〈赤十字社社員の入社勸誘〉，《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 2月 21日第二版，第 1740號； 

〈赤十字臺灣支部現況〉，《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 6月 7日第七版，第 18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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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1902–1906年各出生別社員數及其佔社員總數百分比表 

內地內地內地內地    本島本島本島本島    外國外國外國外國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社員數社員數社員數社員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社員數社員數社員數社員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社員數社員數社員數社員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902190219021902          18 293 

1903190319031903          17 528 

1904190419041904    8 446 41 45  11 931 58 55  0 0 00  20 378 

1905190519051905    9 569 34 85  17 849 65 00  43 0 16  27 461 

1906190619061906    7 062 28 70  17 468 71 00  73 0 30  24 603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編，《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七、八、九、

十卷，（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5–1908年），頁 1051、

782、1086、996。 

資料說明：1.百分比=各出生別社員數/社員總數（%）。本島部份未包含「生

蕃」部份。 

2.1902、1903年並未詳分內地及本島部份，所以並未列出。 

           3.外國人的部份，是指清國人或是指歐美人士，統計書中亦未註

明之。 

 

表   各出生別社員數佔各出生別人口數百分比表 

內地內地內地內地    本島本島本島本島    外國外國外國外國    
年年年年

代代代代    
出生別社員數出生別社員數出生別社員數出生別社員數    

現 人口現 人口現 人口現 人口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出生別社員數出生別社員數出生別社員數出生別社員數    

現 人口現 人口現 人口現 人口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出生別社員數出生別社員數出生別社員數出生別社員數    

現 人口現 人口現 人口現 人口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比比比比    

1902190219021902    47 062  2 855 084  4 655  0 63  

1903190319031903    50 944  2 871 641  4 512  0 60  

1904190419041904     8 446 

53 365 
15 83  

  11 931  

2 915 984 
0 41  

   0   

6 009 
0 00  0 68  

1905190519051905     9 569 

59 618 
16 05  

  17 849  

2 979 018 
0 60  

  43   

8 223 
0 52  0 90  

1906190619061906     7 062 

71 040 
9 94  

  17 468   

2 999 214 
0 58  

  73   

10 291 
0 71  0 8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編，《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八、九、十卷， 

         （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6–1908年），頁 60、44、54。 

資料說明：1、百分比=各出生別社員數/各出生別人口數（%） 

          2、總數比=社員總數/現住人口總數（%）（現住人口總數，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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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內地、本島及外國人部份，「生蕃」現住人口未納入其中。）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總而言之，在總督府中央及臺灣各地方行政機關的設置上，都是為了配

合日本殖民政策之統治目的而設定的。日本在臺灣的初期統治， 經 想的

和平接收、實際的軍事活動、此起 落的武力對抗及其後的經 為主的

統治方式等各 段，為此所配置的各 段殖民統治機關，亦以此來 相對應

的調整，但整體而言，這些都是為了更有效率地來獲取殖民統治者所需要的

資 及利 。107而日本赤十字社在日本治臺初期，不斷在各地進行救護活動，

然後設立委員部、支部進行社員的招募，最後成立一統籌全島赤十字事業的

臺灣支部，在此過程中正 合殖民統治者在臺灣地區建立殖民政權的過程。

也就是說，不管是日本赤十字社臺北支部， 是臺灣支部，都是不斷地藉著

依附在殖民政權的行政機關上，經由殖民政權的官員擔任主要的 員， 過

他靽的參與來議決、推動及處理相關的社員招募及年費的收集等赤十字社事

務，並且達成日本帝國推動「報國 兵」精神之 化工作，以為殖民 國獲

得更多的資 投入將來可能發生的戰爭之中。但 觀前後兩個時期最大的不

同處在於，前者是由縣廳 的官 來統籌當地的赤十字社事務，再向日本

赤十字社本社負責；後者則是直接由殖民政權在臺最 的 ——總督府及

民政長官，來處理全臺的事務，並向日本赤十字社本社負責，這 的轉變，

除了看到管理 的向上提升外，更可以看到殖民政權力量的向下 。 

這個過程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支部成立的初期，不管是自

是被動加入的臺灣人，似乎 是少數人，且多為當時地方上的地方士紳及富

商。所以，臺灣的地方士紳對新來的政權及在赤十字臺灣支部中，究竟俇演

什麼 呢？首先，臺灣地方士紳的 ，從清初的 強 或經 領導人

                                                 
107 鍾淑敏，〈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1906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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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為社會領導 的主體，至清未轉變為經 、政治 及文 三者並重

的多元領導狀 ，但自從 1895 年，臺灣割讓給日本後，社會領導 或領導

武裝抵抗、或內 大陸、或 極 、或 新政權等，皆造成社會領導

的結構產生相當的變動。另一方面，日人為 利建立並 其殖民統治，

對臺灣社會領導 制定相關政策，也會特意對其加以 和利用，使之協

殖民行政和事務外，冀望利用舊社會領導 以建立殖民社會 侤。在此

情況下，部分留在臺地的富商、大 ，為維護其自身的利 ，亦轉而接受新

政權的政策，以確保其社會和經 地 。例如在日治初年，殖民政權建立街

作為基 行政機關，並以保甲作為街 的 助機關，由臺灣地方士紳擔任

街 長、參事、或是保正、甲長，由其俇演官民之間的橋 ，協助殖民

政權處理各類地方事務，而赤十字社之事務正是其中的一項。雖然地方士紳

所擔任的 務，是屬於協 或 行上 行政單 所交 的業務，加以其

不具正式官 資格，可說只是俇演 行殖民行政任務的 助工具，但由於其

以強而有力的殖民公權力作為後 ，因此似乎 較傳統時代更能有效地動員

和利用社會資 。
108

也就是說，各地的街 長，一方面進行社員的招募及年

費的收取等赤十字社事務，在為殖民政權獲取所需的資 的同時，另一方面，

這些地方士紳亦藉由參與赤十字社事務，或加入臺灣支部成為社員，或 過

大量的資金和物品， 近其與殖民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並且使其在地方

上仍舊能 續俇演著具有影響地方事務的身份和地 。 

因此，日本赤十字社在臺初期的活動，就是在上述的兩種力量的協助之

下，一方面配合殖民政權行政機關的力量，一方面藉著地方士紳的協助，將

臺灣地區的人力及物力佫納至殖民統治者的 中，更在統籌全臺赤十字社

事務的「臺灣支部」成立後，將分 在各地方的支部力量，全數轉由民政長

官來進行規劃及掌管，並且 過條文化的「支部規則」，使各類地方事務的規

範更加明確。從此殖民統治者擴大對臺灣支部的管理，由各地街 長擔任分

區委員， 過他靽對各地社員進行調 的活動，將各類事務數字化，使其對

                                                 
108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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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支部究竟能動員多少的人力及物力有更為明確的了解。經由平時（此所

指為非戰爭時期）所進行的資金準備、物資收集（如相關的醫療 俔）及人

員的訓 等，當往後臺灣支部於總督府或是殖民統治者需要 時， 其是發

生俽韐，或是殖民統治者進行對內（理 事業）、對外戰爭（日 戰爭）時，

臺灣地區的各種資 ，總是被侳速且有效率地被佫納至國韑統治者的力量及

管理之下，而發揮其動員的功能。而這個動員的 式，或許就是在成立臺灣

支部的發展過程中所 定下的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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