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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於西元 1877 年的西南戰爭，交戰雙方皆死傷慘重。佐野常民目睹了戰時

的慘狀，而上書向陸軍省請願，希望成立「博愛社」前往救助。而於西元 1886

年得到陸軍大臣的許可和支援，建立起博愛社病院。這是除軍營醫院外，日本最

初以收容傷病兵爲最初的病院。之後因門診患者逐漸增加，於西元 1891 年另建立

起赤十字社病院。在臺灣，於 1904 年成立赤十字支部病院，初期目的為預防事變

發生而設立。本次研究以配置角度切入，以史料文獻及相關圖面分析為方法，探

討日本與臺灣赤十字病院的設立規劃；在敷地選擇、建築形態配置的發展異同性。 

本研究發現，病院在選址上，主要會以交通便利為首要條件。在配置型態上，

日本為分館式建築，臺灣則為南丁格爾式建築，兩者共同特色皆以廊道相連。在

空間組織上，服務性空間多會設置於病院中央，兩側為病室；在特殊病室上為獨

立設置，避開病室，減少傳染風險。整體來看，不論是選址或配置方面良好的衛

生為考量；通風、採光、乾燥土壤等皆為病院建設的重要因素。 

 

關鍵字：赤十字病院、配置型態、空間組織、敷地條件  

 

A Comparison Study of Site Planning Between 

Colonial Taiwan and Japan's Red Cross Hospital 

Abstract 
In the Southwest War of Japan in 1877 AD, both sides were killed and injured. 

Changmin Sano witnessed the situation during the war and wrote to the Ministry of 

Mainland China for wishes to set up a "fraternity club" to rescue him. In 1886 AD, 

with the permission and support of the Minister of the Mainland Military, the 

Fraternity Society Hospital was established. In addition to military hospitals, Japan 

initially took the reception of wounded and sick soldiers as the original hospital. Later, 

due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outpatients, another Red Cross Hospital was 

established in 1891 AD. In Taiwan, the Red Cross Hospital was established in 1904 

with the initial purpose of preventing accident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establishment 

plan of the Red Cross Hospital in Japan and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using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nd related graphic analysi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similarities of architectural configur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hospital will mainly take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s 

the first condition in site selection. In terms of configuration, Japan is a branch 

building, and Taiwan is a South Dinger-style building. Both of them are connected by 

corridors. In the space organization, the service space will mostly be set in the center of 

the hospital, and the two are the wards; in the special ward, it will be set up 



第十九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independently to avoid the ward and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On the whole, 

whether it is good site selection or configuration, ventilation, light harvesting, dry soil.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ospitals. 

 

Key words: Red Cross Hospital, configuration attitude, space organization, site 

conditions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日本於明治新政府成立後，派遣「岩倉使節團」進行文明視察之旅，為日本

首次前往歐美國家的考察計畫，是日本近代西學重要的事件1。自 1871 -1873 年

間，於歐美各國交涉修約，恰巧碰上維也納博覽會，因此岩倉使節團在佐野常民

的陪同下，參觀此回博覽會，除對歐美文化大開眼界，亦見識到赤十字社所參展

的物品，進而接觸到正在蓬勃發展中的戰地救護活動及赤十字的人道主義精神。

因此透由此次的考察將赤十字運動的浪潮亦傳至日本，而為了能擠身世界列強的

陣營，也開始了解、接受並建立人道救援的組織。2 

明治 10 年(1877)的西南時期，官軍在大阪開設了收容傷兵的臨時軍醫院，前

線設置了移動軍團醫院，收容了負傷者。佐野常民因目睹了西鄉軍戰敗被遺棄在

戰場上的慘狀，於是向政府提交建立博愛社的請願書為救援目的。但政府不允許

讓日本赤軍對傷害天皇的賊兵進行傷員救助。佐野仍前往熊本，獲得征討總督有

栖川宮熾仁親王的設立博愛社的許可，並以皇室爲後盾設立博愛社病院。3明治

20（1887）年 5 月，更名爲"日本赤十字社病院"，建立於東京澀谷區。 

1894 年，清日兩國爆發甲午戰爭，於 1895 年臺灣被清國割讓給日本。也正

式開啟了日本以赤十字社為名的醫療活動。在接收臺灣期間，日本派遣軍隊以武

力鎮壓方式接收臺灣，而當時日本赤十字社亦開始派員隨日軍來臺進行相關的戰

地救護活動，之後於 1904 年成立臺灣支部病院，強調目的是為預防事變的發生而

設立之，不但在使「蕃害」或其他意外事變而受傷之士兵或警察等可獲得更好的

照料外，於平時亦可收容一般病患進行相關診療。 

本研究的目的在上述脈絡之下，從日本的 1887 年到殖民地台灣的 1904 年，

雖然前後僅相差 17 年，但地點的差異、政治體制的不同、需求的不同，其規劃設

計勢必有須調適部分；因此，本研究將以西方的影響、日本本國的移植，以及台

灣的調適，作為三要素，比較分析兩地赤十字的配置型態發展、特性及背後可能

的成因。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主要為史料文獻解讀及圖面分析為主，以日本赤十

字社病院編(1921)，<日本赤十字社病院沿革與現況>，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赤

十字相關公文作為主要文獻及圖面解讀。輔以日治時期相關寫真帖、影像圖面做

交叉比對，進行相關空間形式配置初探。 

 

二、研究內容 

2. 1歐洲近代病院的發展脈絡（分館式及南丁格爾式） 

歐洲最早分館式用於醫院的案例為 1765 年所建成的普利茅斯英國皇家海軍

                                                 
1
 林思玲(2006)，《日本殖民臺灣建築氣候環境調適的經驗》，P2-2 
2
 江俊銓(2006)，《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之研究(1895-1945)》，P18 

3
 福永/肇(2014)，《日本病院史》，P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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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Royal Naval Hospital of Plymouth）4。而後於 1788 年法國科學院提出醫院

研究第三回報告中所提出的醫院理想模型中，採用分館式配置安排。然而隔年遭

逢法國大革命，未能按原定計劃建成，但此構想，仍影響之後的法國醫院配置發

展。5
 

1853～1856 年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軍隊死傷慘重，但也因這場戰爭促使醫院

建築的發展更進一步。於每個地域中搭建了不同的形式的戰地救護軍營，因形式

的不同，使受傷的軍人有些得到治癒康復，也有因在惡劣的環境衛生條件影響下，

使入院患者多有感染與惡化情形。南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

認知到患者康復與否的關鍵，與醫院的衛生條件息息相關。於 1859 年，南丁格爾

出版《Notes on Hospitals》一書，指出在衛生考量與患者療養的前提下，醫院建

築所應遵循的設計原則與注意要點6。 

2. 2 日本病院之發展起源 

日本的病院發展，可追溯到最早的現代病院-長崎養生所。由荷蘭龐貝（Pompe 

van Meerdervoort）擔任日本醫務人員，為日本第一位西醫教授。7而後於 1872 至 

1880 年間，明治政府為建立陸軍，在 1874 年，制定〈鎮台病院一般ノ解〉，做為

往後設立鎮台醫院的設計標準。邀請法國軍事顧問團傳授予日本陸軍，進而深刻

影響日本陸軍病院之建築發展
8
，也是正式帶入分館式之病院建築形式的開始。到

第二次大戰之前，海軍病院之發展則轉向學習英國。其中日本近代重要醫學人物

高木兼寬（1849－1920），於 1875 年前往英國倫敦聖托瑪士醫學校留學，該病院

由南丁格爾式病院(Nightingale ward)組成。1880 年歸國後，便擔任日本海軍病院

院長。其中病院部分，其病棟為南丁格爾式病房於日本的初例，但這種病房形式

在日本並不流行。9
 

分館式的發展從歐洲傳至日本，中間有約 100 年的時間差。南丁格爾式則於

19 世紀中期發展，由海軍帶入日本。兩者皆為當時的戰備而帶入的近代病院建

築。分館式的配置與南丁格爾式配置兩者間的差異為病房空間構成，而非建築體

的配置關係。前者以小型病房為基準（6-8 人）由分散的本館、病房和附屬建築

物組成的建築物，以包圍著中庭，獨棟建築與室內走廊連接。在管理上與舒適性

都較佳。後者則為一個大型病院（開放式病房），長條形的無隔間病房主體，因此

直接由窗戶面向外部空氣相互流通，不像分館式有著室內走道可隔絕外界，調適

室內的氣候。（表 1） 
表 1，分館式配置與南丁格爾式配置表 
分館式配置-小型病房（6-8 人） 南丁格爾式配置-大型病房無隔間 

  
圖片來源：日本博物館明治村展示圖 圖片來源：聖托瑪斯醫院南區草圖 

2. 3日本赤十字病院的建設 

(一)博愛社病院 

                                                 
4
 黃蘭翔(2018)，《與衛生觀念交織發展的空間—日治臺灣醫院建築研究》，p33 
5
 同上，p36 
6
 同上，p85 
7
 尹世遠(2007)，《日本近代病院における形式的基準に関する研究》 
8
 黃蘭翔(2018)，《與衛生觀念交織發展的空間—日治臺灣醫院建築研究》 
9
 尹世遠(2007)，《日本近代病院における形式的基準に関す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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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19（1886）年 11 月在東京市麴町區建立"博愛社病院"。病院的配置為

分館式，由東北側正門進入，進入後有設置車馬置場，整體病院由一條廊道連結。

將手術室分開獨立設置，夾雜於病院及事務室之間，廊道的最南端設置服務性空

間－廚房及浴室。以及將傳染病室、解剖室獨棟放置於敷地最南側。(圖 1、2) 這

是除軍營醫院外，日本最初以收容傷病兵爲最初的病院。 

 
 

圖 1、明治 19 年，博愛社病院配置圖（東京市曲

町區飯田四丁目 31 號）圖片來源：日本赤十字社

病院編(1921)，《日本赤十字社病院沿革與現況》，

本研究重新繪製 

圖 2、博愛社病院入口照片 

圖片來源: 《日本赤十字発行所》(1902)，日本赤

十字社歴史画談 

(二)赤十字病院 

博愛社病院由於門診患者逐漸增加而感覺到規模狹小，因此有重建之意。1891

年建立赤十字病院於現今的東京都澀谷區。由宮廷建築師片山東雄設計，該醫院

仿照三宅博士帶回來的德國海德堡大學醫院的設計，擁有當時最新的設施，包括

污水消毒。醫院為木製病房，圍繞著一個院子，北側為磚砌主樓，南側為內臟手

術室。 

以下以日本赤十字社病院編(1921)提供的平面圖；六個時間點的發展近一步

說明 

(1)於西元 1891 年，在東京澀谷區建立日本赤十字病院，病院佔地 14000 多

坪。整體建築群配置座向為座南朝北，正門進入後有車馬置場。整體主要分本館

及病棟兩個部分，本館透過廊道與病棟短向連結並形成大型中央庭院。本館主要

為門診用途，分成外科診察及內科診查兩個部分。病棟同本館內外科左右配置，

並依等級依序配置，最後為特等室。其他特殊空間如手術室獨立設置於最南端並

與特等室相鄰，寄宿舍及教場位於本館東側以廊道與本館相連。（圖 3） 

病棟相互連結在寬 2.7米的長廊上，病院長 37.7 米、寬 9.1 米，浴室廁所為

6.4 米*9.1 米10。該分棟式（翼廊式）配置被稱爲 pavilion system，是當時發達國

家的大醫院常用的配置形式。11 

 

                                                 
10
 福永/肇(2014)，《日本病院史》，P244。 

11
 同上，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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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明治 24年(1891)，日本赤十字社病院配置圖 

(資料來源：日本赤十字社病院編(1921)，日本赤十字社病院沿革與現況，本研究重新繪整 

(2)於 1904 年的平面配置圖上(圖 4)，建築配置往東側擴展，增設第二區病室、

擴大寄宿舍空間、分病院(傳染病室)以及將手術室另外移出其空間。空間機能上

有完整的外來診療所空間、食堂炊事場及消毒所。 

 

(3)於 1921 年平面配置圖上(圖 5)，看護婦寄宿舍持續擴增，與分病院連接。

第二區病室也往南側擴增病室，增設了臨床研究室、標本室、解剖室等醫學教育

相關的類別。於編號第 9、10 號室設自費或救助結核病室，該室的南廊下適於日

光浴，前庭如草皮地毯般的松樹。該室設有痰器消毒所、痰壺消毒所及浴室的設

置。12 

  
圖 4、1904年平面配置圖 圖 5、1921年平面配置圖 

(4)於 1927 年的平面配置圖上(圖 6)，將空間劃分至更細緻，增設了講堂空間、

外科受付內科空間及理學的診療所，空間整體規模上與 1921 年配置無太大變化。 

 

(5)1934 年的病院平面配置圖(圖 7)，可看出他在外科受付內科空間上增設了

二樓空間，為齒科小兒科，也於敷地東南側增設看護婦寄宿舍，預定將原本北側

的看護婦寄宿舍往東南側遷移，於 1935 年完工。 

  
圖 6、1927年平面配置圖 圖 7、1934年平面配置圖 

(6)於昭和 12 年（1937）平面配置圖(圖 8)可看出原位於北側的寄宿舍空間改

建成了外來本館，連結著藥劑科，將醫療空間整合在基地北側，其於標本室及解

剖室放置在基地東南側，寄宿舍空間也移置基地最南端及增設西寮空間給實習生

住宿。整體配置上入口一進來就可以直接抵達診療室，寄宿舍空間與原先設置在

北側的位置也多了一些隱私性。 

                                                 
12
 日本赤十字社病院編(1921)，〈日本赤十字社病院沿革與現況〉，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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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昭和 12年(1937)平面配置圖 

（三）小結： 

於 1891 年建立起赤十字病院，為分館式的木造平房九棟圍繞著院子及本館，

最南端為木造平房的內臟手術室。在 1904 年的配置圖上，整體往東側擴張，增加

了傳染病室與服務性空間，將傳染病室分開成立以及服務性空間放置在病院中

間。1921 年則在南側增設了醫療教育類型的解剖室、標本室、研究室等，也在最

南端設立結核病室。最後在 1937 年的圖面上，整體的空間配置更有規劃性，北側

正門進入為本館看診空間，再來為病室空間，最後為南側的手術室及醫學教育相

關的空間，也將看護婦寄宿舍空間另外設置於東南側，更加有隱私性。 

 

2. 4臺灣赤十字支部病院的建設 

(一)臺灣赤十字支部病院位置 

位於現今的臺北市中正區，於當時日治時期東門外靠近總督官邸及臺北醫院

東鄰之地（圖 9），由總督府提供建築用地約 17000 坪。基地北側臨研究所，南側

為醫學專門學校，醫院建物內外皆採磚造結構搭配灰泥壁面的做法。 

 
圖 9、日治時期臺灣赤十字支部病院地圖 

(二)臺灣赤十字支部病院建立 

藉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重新整理赤十字支部病院建設時間軸（表 2）；於

公文內 1904 年開始建立兩棟病棟、1905 年建立醫院本館、1912 年建立看護婦宿

舍、1914 年將原本預設的第三病室改裝為臺灣支部醫院結核病室、1915 年則將原

設置在本館的藥局獨立出來設置及建立消毒室，1920 年設置傳染病棟及藥膳室。

於 1936（昭和 11）年 3 月 28 日原本的醫院建築物由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購買，

遷址於臺北市泉町。13 

表 2、西元 1904-1938 年，臺灣赤十字支部病院發展平面圖 
1904 年 1905 年 1912 年 1914 年 1915 年 1920 年 

      

                                                 
13
 施文堯(2002)，《日治時期臺灣醫療設施體系發展歷程之研究～以臺北地區為主》，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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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年病院為南北軸線上的平行排列，整體為雙邊廊道式構成，病房分成兩

座（圖 10），建坪餘 324 坪；北側為普通病室、重症室、看護婦室、共可收容 44

名患者，南邊則暫時提供給醫學校做教室使用直到 1910 年止。14病房外圍為兩邊

寬約 2.73 公尺的長廊。將廁所浴室設置在病院最後端，以挑高尖塔式作為通風效

果。兩棟病院整體抬高，樓板高於地面 4 尺 5 寸(約 1.36 公尺)，樓板底下並設置

拱形連續結構，以利達到通風需求。15 

 
圖 10、西元 1905年，臺灣赤十字支部病院平面配置圖 

資料來源：「官有地無料使用許可及請書（日本赤十字臺灣支部）」，臺北州臺北市三板橋大字東門外

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看護婦寄宿舍敷地圖 19210101，本研究重新繪整 

 

後期為了配合臺北帝國大學於 1936 年成立醫學部，同時合併臺北醫學專門學

校（前身為總督府醫學校）成為附屬醫學專門部，需要擴大校舍及實習醫院的規

模，幾經交涉，決定將赤十字病院原有的本館與病室等建築物，交給臺北帝國大

學醫學部使用，而另外選定鐵道部後方原為臺北鐵道工場的土地建立赤十字二代。 

 

（三）小結： 

病院於 1904 年建立起病室，1905 年建立本館，病房為南北軸線上的平行排

列。病室由長條無隔間的空間組成，由戶外廊道串連起整體建築，並在牆面開設

多個長條窗、氣窗、樓板抬高形成連續性的拱形結構，以及浴廁使用挑高尖塔式，

整體病院更加強調空氣的通風性。 

 

2. 5日本與臺灣赤十字病院的比較分析 

以下將分成四大類進行比較分析；建築形式與配置、廊道空間、病室空間、

特殊空間進行相關的比較與探討： 

(一)建築形式與配置 

日本赤十字社病院被認為是日本現代醫院的奠基者，建築形式為當時日本陸

軍從法國帶入的分館式建築形式，以多個長形排列，病院以南北軸線上平行排列

之配置，且本館後方提供一條走廊，以連接到每個病房和附屬建築物。每個建築

物在北側設置室內走廊開設大面玻璃窗，提供醫務人員方便通行。 

臺灣的赤十字支部病院為小野木孝治設計，為開放式的大型病房，病室為南

北軸線上的平行排列。建築形式屬於南丁格爾式病院，多個平行排列的長條建物，

內部為方便醫療人員照顧的長條無隔間病房。每個病房末端設置外推雙塔型的衛

浴空間透過外廊連結。走廊以迴廊設置方便通行，且為外廊模式。 

                                                 
14
 江俊銓(2006)，《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之研究(1895-1906) 》，p156 

15
 黃蘭翔(2018)，《與衛生觀念交織發展的空間—日治臺灣醫院建築研究》，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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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形態上，日本於 1891 到 1937 年從敷地的最左側往右側擴張，從一開

始的病院簡易機能至醫學實驗的場所及相關服務設施。其中在空間組織方面，病

院配置上於 1904 年的配置圖上出現了服務性食堂空間及消毒室，將服務空間放置

於中央，兩側則為病室。而臺灣赤十字支部病院建立於 1904 年至 1936 年，建築

位於敷地的正中央，南側為總督府醫學校，建築則以北側擴張，於 1915 年建立消

毒室、1920 在病棟中間建立藥膳室。與分館式的熊本鎮台病院及南丁格爾式的賀

伯特醫院及拉里波西埃病院於病院兩側的中央建立起食堂及其他服務型空間藉由

廊道相互連接。 

 

(二)廊道空間 

在日本，分館式醫院沒有採用開放式病房系統，而是盡可能精細地劃分病房，

並通過一條走廊將其連接起來，屬於單走廊小型病房系統。小病房政策的主要原

因是日本人對私人病房的偏愛，且與大病房被認為在治療上及隨行護士的發揮重

要作用有著密切相關。16 

日本赤十字社病院為單邊室內走廊(圖 11)，病房的北側皆有有一系列高大的

滑動玻璃門形成的單邊走廊，其結構為確保建築北側的採光17。《防疫要旨》（第 2

期）首次發表於 1887 年（明治 20 年），其中說：可以使病室朝南，以防止陽光照

射進來"（第 85 頁）。 

臺灣赤十字病院則以環繞建物的外廊相通(圖 12)，病房以無隔間本體，門與

窗之上有增設氣窗，足見設計者強調空間的通風功能。 

 

 

圖 11、單邊走廊形式 圖 12、雙邊走廊形式 

 

(三)病室空間 

日本赤十字社病院內部的配置，南面配置各個病室，北面則為走廊。病棟內

另設有隔間層，分成四人病室或雙人病室等。各病院屋頂上設有三個通風塔，以

斜角度方式設置，以利病院達到良好的通風效果。 

臺灣赤十字支部病院以南北座向排列，於 1904 年將北側病室內部分割兩大空

間作為病室使用，中間為看護婦空間，兩側為普痛病室跟重症病室，病室內無隔

間，病床垂直於牆面，床和窗戶是一對一的比例，較符合當時南丁格爾所設計的

理想病房形式，無隔間使空氣自然流通，達到有效的通風效果。 

 

(四)特殊空間 

在手術室的部分，於整體的配置上，應具有良好的隔離性。在分館式的醫院

設計當中，往往是獨立出來成為單一建築物。手術室在空間面積上較大、高度需

求較高、以及其他附屬各空間的配置上，需要採光等因素的影響，在建築物最上

層配置最為適合。18 

手術室室形為了達到採光的需求，手術室的形狀都有影響。除了矩形之外，

                                                 
16
 尹世遠(2007)，《日本近代病院における形式的基準に関する研究》 

17
 福永/肇(2014)，《日本病院史》，P245 

18
 王淳熙(2002)，《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醫院研究》，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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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用類似八角形作為手術室，可獲得穩定、均衡的光源。日本早期的手術室，

許多併用了頂光，理論上若採取頂光，應可得到最佳的光源，然而這樣的做法卻

使開刀的區域受到遮蔽而光線不足。手術室開窗大多採取了北側的垂直窗，可得

到穩定的光源，對於手術的進行相當重要。19 

臺灣赤十字支部病院的手術室設置在 1905 年建成的本館一樓內部，而日本赤

十字病院在一開始 1891 年建立時，於最南側設立內臟手術室，於(圖 13)可看出當

時的採光源以頂光為主，而在 1904 年擴增時，才以八角形形式在北側開設大面玻

璃窗，為一層樓平房獨立的形式。以符合當時為了達到採光需求而在北側開設大

面的採光，獲得穩定且均衡的光源。(圖 14) 

 

  
圖 13、1891年日本赤十字病院內臟手術室 圖 14、1904年日本赤十字病院手術室 

 

三、結論 

經由上述分析，日本與臺灣赤十字病院建築發展，結論歸納如下： 

(一)、日治時期赤十字病院的敷地選擇條件 

總結上述分析，日本赤十字病院與臺灣赤十字支部病院在建設上差了約 14

年的時間，日本於 1891 年建立，臺灣則於 1904 年建立。在敷地選擇上，有相關

之規定。衛生、寧靜和方便的交通是影響醫院環境和場地的三個主要條件，但凡

事皆有其是，難以實現。換句話說，在主要治療有疾病的門診病人的城市醫院中，

交通是首要條件。赤十字社病院兩者皆為當時總督府及皇室提供之土地，皆位於

當時較市區繁榮的地點，雖然沒辦法達到理想的寧靜，但在交通上的考量是便利

的，在衛生條件上，也藉由通風採光的方式使建築整體達到良好的衛生通風。 

在病院建築坐落方位上以坐北朝南居多，於《防疫要旨》（第 2 期）首次發表

於 1887 年（明治 20 年），其中說：可以使病室朝南，以防止夕陽直接照射進來。

為了避免照明和晚間太陽的直射，醫院房間的方向被定為朝南或東南。 

 

(二)、日治時期赤十字病院的建築型態配置關係 

在建築整體配置型態上，分為分館式及南丁格爾式，分館式為當時日本陸軍

傳入；南丁格爾式則為當時日本海軍以英國倫敦聖托瑪士醫學校為效仿對象。 

日本的赤十字病院建築型態為分館式建築配置，將病房精細地劃分病房，以

單走廊小型病房系統為主，以南面配置病室，北面配置走廊。單走廊形式在日本

住宅中為常見的緣側。具有調適氣候的功能。在防風雨的考量下，設置推拉門可

使緣側隔絕外界，閉合後的緣側可阻擋日照及高溫的氣流進入室內，緣側可成為

室內的小型微氣候。 

而臺灣赤十字支部病院則為南丁格爾的開放式大型病房，病房以無隔間本

體，建築四側設有寬 2.73 公尺的外廊，夏天能有效隔絕日照直射及雨季。且病院

需要大面的窗戶，如外牆沒設置外廊，室內將會有過多的光線，導致室內氣溫升

高。在門窗之上也另增設氣窗，使空氣達到更好的流通，也能因應臺灣的熱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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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天氣。 

在機能配置上，兩者皆將服務性空間配置在病房中央，連結各病室。在特殊

空間-手術室，分館式的醫院設計當中，往往是獨立出來成為單一建築物。為達到

採光的需求，手術室的形狀常用八角及矩形，可獲得穩定的光源。 

 

(三)、西方病院的影響到最後帶入臺灣的調適 

病院的發展可從西方醫療體系開始追溯，於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初，發展出

有系統的分館式病院配置及南丁格爾式的病院配置，兩者皆針對日照與空氣等進

行有效的病院規劃配置。而後相差餘 100 年之間，分館式的發展從歐洲傳至日本，

以陸軍病院為首，制定病院相關準則，做為往後設計病院的設計標準。南丁格爾

式則於 19 世紀中期在日本發展，由海軍帶入日本。兩者皆為當時戰備而帶入的近

代病院建築。在 19 世紀末期，由於臺灣當時為日本所殖民，便以當時的日本建設

為主，進而將醫療體系帶入臺灣。因臺灣屬於熱帶氣候，較為潮濕，建築則以紅

磚結構，樓板下以連續抬高拱形基座，避免直接接觸地上潮濕的土地，達到良好

的通風以及保持乾燥。在外廊的部分，則使用半戶外雙走廊，一方面可以直接接

觸到日照陽光，在動線使用上也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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