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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書是以在臺灣歷史悠久的漢生病醫療機構「樂生療養院」為核心
，探討樂生院所涉及的臺灣近代漢生病政策變遷，並探討政策所涉
及的漢生病人權及其歷史變革。基於漢生病隔離在近代世界疾病歷
史的特殊性，本書研究方法採取全球視野，運用全球化理論中傳播
、流動、網絡等三個概念，以及重視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觀點，建立全書各章議題關連與整體視野。本書
大綱除前言與結論之外，共有五章，第二章探討近代癩病醫學研究
全球性發展如何展開，以及如何轉移至臺灣，並特別關注醫學研究
與政策之間的關係。第三章從全球視野考察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
的東亞近代國家，包括日本與中國的癩病防治政策如何形成；以及
日本帝國癩病政策又如何移植殖民地臺灣。第四章從二次大戰後東
亞冷戰框架下臺灣所處的位置，探討臺灣癩病政策轉型及其結果
，關注政策轉型如何鑲嵌在歐美教會人際網絡中完成，以及新一波
人群流動及患者人權問題。第五章，以樂生院為討論核心，探討癩
病患者身分／認同的形成與變遷。第六章，探討樂生院做為癩病隔
離空間的獨特性及其歷史變遷。

中文關鍵詞： 全球視野, 樂生療養院, 臺灣漢生病政策變遷, 癩病患者隔離, 患
者人權,  全球在地化.

英 文 摘 要 ：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Lo-Sheng Leprosarium "a historic
medical institution in Taiwan, to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Hansen’s Disease Policy in Taiwan and
discuss the human rights and the historic changes involved
in the policy.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Hansen’s
disease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diseases,
this book writing method intends to take a global
perspective, uses the three concepts of communication, flow
and network in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point of view of emphasizing global localization
(glocalization)to establish the relevance and over all
vision of the topics in the whole book. In addition to the
preface and conclusion, this book has five chapters.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how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al research on leprosy unfolded and how it was
transferred to Taiwan,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research and policy. The third
chapter examines the modern East Asian countries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including how the Japanese and China's
leprosy prevention policies were formed; and how the
Japanese imperial leprosy policies were transplanted to
colonial Taiwan. Chapter 4 discusses Taiwan’s position in
the East Asian Cold War framework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leprosy
policy and its results, and focuses on how the policy
transformation is embedded in the interpersonal network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hurches, as well as the new wave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patient human rights issues .
Chapter 6 discusses the uniqueness and historical changes
of Lo-Sheng Leprosarium as an isolation space for leprosy.

英文關鍵詞： Global perspective、Lo-Sheng Leprosarium、the
transformation of Hansen’s Disease policy in Taiwan、
Isolation of leprosy patients、Patients human rights、
G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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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緣起與研究問題 

本書的撰寫緣起於個人在 2004 年發起「樂生院」搶救運動（樂生療養院之

簡稱，本書以簡稱代之），這場運動攸關樂生院特殊機構的歷史，以及個人研究

領域台灣醫療史相關，有必要進一步說明。樂生院坐落於今日新北市新莊地區，

為臺灣唯一的公立漢生病隔離療養機構，11930 年 12 月日本殖民政府（臺灣總督

府）為漢生病防治而創設，其後歷經日治後期至戰後初期，主政當局採行延續性

的隔離措施，有上千名患者被隔離於院區，過著集體生活。 

1960 年代，臺灣的漢生病政策因國際醫療的進步，從患者隔離醫療轉型為

門診治療，樂生院內患者治癒可回歸社會。然而，實際上樂生院內不少治癒者因

社會偏見及相關因素，未能順利出院。1990 年代初，樂生院仍是 400 多人共同生

活的院區；然而，就在此時，終結樂生院的命運就被決定了。1994 年，臺北市

捷運局規劃新莊線維修機廠，確定選址於樂生院；其後，樂生院區空間將全部轉

讓給捷運機廠，院民長期居住的院舍也面臨被拆遷的命運。其實，在捷運機廠選

址的過程，並未考量院民超過半世紀，「以院為家」的事實，也未徵詢院民搬遷

的意願；其後，政府雖承諾新建房舍、安置院民，卻又變更設計為醫療大樓，既

是欺瞞、也不適於院民居住。就歷史觀之，樂生院民深受隔離政策和疾病偏見的

影響，成為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以致晚近國家決策仍輕忽院民的基本權力，使

院民遭受各種不公平的對待。 

在跨入新世紀（2000 年）之初，捷運機廠工程對樂生院房舍展開首度拆除

工作。這時，由於臺灣政治民主化及社區主義的發展，終於有社區團體及學者驚

覺樂生院面臨的悲運，開始為挽救院區而奔走、請願。2002 年春，社區團體發

動第一波院區搶救行動，主要的訴求是搶救「院區老樹」；同時，亦引發院內老

樹是否夾帶病菌的疑慮，反映外界對於這個機構欠缺認識，也尚未理解院民的處

境。2004 年年初，個人因師長的敦促及研究領域相關，2發起新一波搶救樂生院

                                                 
1 本書對於「癩病」或「漢生病」等疾病名稱以下有詳細討論。 
2 2003 年 9 月初，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啟宗老師的電話（當時我任教臺灣科技大學），談

論近期臺北縣文化資產審議的案件，即是捷運新莊線維修機廠設址於樂生療養院，使院區面臨

被拆除的命運，他深感痛心。在審議會議上，幾位委員基於文化資產的立場，要求臺北市捷運

局思考變更工程的可能性，然而工程單位以「國家重大交通建設」為理由，無視於這院區的歷史

及文化價值，堅持原有方案，決定的處理方式是：選擇一、兩棟房舍異地重建，做為象徵性的

保存而已。他不忍臺灣的文化史蹟如此被忽視、糟蹋，希望我基於醫療衛生史研究的立場，為

保留這個院區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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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特別，基於這個院區為臺灣近代疫病（癩病/漢生病）隔離管控、獨特的

歷史空間，訴求指定樂生院為歷史古蹟，以達成保留院區的最終目的。其後，這

一波院區搶救運動有意想不到的發展，從最初個人偕同社區文史團體共同發起，

跨院校醫學院校學生團體隨之加入；32004 年 4 月之後，因舉辦相關會議而有更

多社團參與共同行動，搶救運動陣營逐漸擴大，推演成豐沛的社區運動力量。 

巧合的是，2004 年初樂生院保存運動興起之際，日本人權律師團亦進入樂

生院，探訪院民之中因戰前癩病政策而被隔離入院者，準備為他/她們向日本政

府提起法律訴訟，要求比照日本國內漢生病人權侵害的國家賠償，同樣給與相關

的補償。就此，樂生院史蹟保存運動與東亞國際漢生病人權訴訟開始匯流，不僅

增進社區運動的能量，也為院區史蹟保存運動加入新的價值和內涵。就社區運動

的後續發展觀之，漢生病人權概念獲得更大的迴響與作用，不僅成為樂生院保存

運動的主論述，也促成院民（漢生病痊癒者）加入運動行列，開啟國內漢生病人

權運動的新頁。 

2004 年底，東亞國際漢生病人權訴訟的展開，誠然帶來多方面的影響，更

重要在促成臺灣本身面對漢生病人權問題。2004 年，日本律師團完成國內漢生

病人權國賠勝訴之後，關注戰前日本殖民地癩病隔離政策施行的受害者，先後探

訪南韓及臺灣戰前設置的癩病/漢生病隔離機構，訪談相關當事人。2004 年底，

日本律師團為戰前韓國小鹿島更生園及臺灣樂生院漢生病患，向日本東京地方法

院提起訴訟。2005 年 10 月 25 日完成案件最終審理，其結果判決小鹿島訴訟原

告敗訴，而樂生院訴訟原告勝訴。雖然兩國訴訟結果各異，日本政府透過修正漢

生病補償法第二條，將日本戰前占領地區設置之療養院亦納入補償之範圍，解決

日本在海外設置療養院強制隔離漢生病患而引起之人權爭議。這場東亞國際人權

訴訟，也引起臺灣、韓國兩國政府重視，促使重新審視戰後日本殖民遺緒，即實

施漢生病隔離措施所造成的人權侵害，而引發漢生病人權回復運動。2008 年 8

月 13 日，臺灣政府公告「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明定漢生病患各項

保障措施，包括回復名譽、終生醫療以及生活保障，是這場人權運動另一重大成

果。 

如以上所述，這場歷經五年以上的社區運動發展，頗為曲折而動人，不僅行

                                                 
3個人與北投生態文史工作室和新庄文史工作室發起樂生院古蹟指定的陳情活動。2004 年 1 月，

兩個社區團體先後行文至台北縣文化局，陳情樂生院古蹟指定事宜。2003 年 10 月 25 日個人因高

雄衛生史料中心邀約主講臺灣醫療史議題，高雄醫學院醫學系學生聽講之後，展開跨校醫學生

的串連行動。2004 年 2 月 13 日至 15 日，跨校醫學生團體在樂生院舉辦樂生院史蹟工作坊。潘佩

君、范燕秋，〈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的影像紀要〉《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9 期：2005,9，頁

25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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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場域包括臺灣和樂生院，更遠到日本及其各地療養所；運動的核心概念亦從文

化資產，擴充至漢生病人權。而且，院區保存運動轉向東亞國際漢生病人權訴訟

之後，重新揭開臺灣近代殖民歷史的滄桑，特別衛生政策史的重要一頁；也使得

臺灣社會正視漢生病友的存在，連動反省在戰後政策延續、他/她們所承受的人

權侵害問題，促成漢生病人權立法，為當代人權發展創造新的一頁。由於這場運

動意義深遠，對於所有參與運動的人士而言，包括樂生院內、外部的參與者，都

是難得而珍貴的學習經驗。 

對於個人而言，因最初發起樂生院文化資產搶救運動，此後長期而持續的參

與其間，這不僅是獨特而難得的觀察學習，也是反省個人史學專業的機會。尤其，

社區運動本身實際面對各種挑戰，參與者必須思考如何克服難題、化解問題；而

個人在運動中的自我定位，是以臺灣史研究貢獻於社區運動，無論是探索運動方

向或深化運動論述，臺灣史研究者皆有著力之處。比如院區搶救運動興起之初，

訴求的核心議題是：樂生院文化資產價值如何？究竟這個院區的史蹟有何重要

性，國家重大工程的交通建設必須停工？為此，個人研究發表〈樂生療養院疫病

隔離空間的歷史〉一文，論述分析樂生院作為特殊醫療機構，院區歷史空間的獨

特性，以及如何反映對於特定疾病（漢生病）管控機制。4這篇文章成為院區搶

救運動的論述依據。 

本書撰寫的目的，則是為此社區運動後續推展的另一重大議題：漢生病人

權。如前文所述，2004 年中期運動論述轉向漢生病人權概念；然而，就當時社

區運動原有的論述基調－重視史蹟建築空間，或者臺灣內部運動參與者（包括個

人）的思考，這是新的價值概念，也可說新的問題挑戰。對於個人專研的領域－

臺灣醫療衛生史而言，儘管個人在博士論文也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癩病史，但尚未

思考漢生病人權議題。2005 年以來，個人為面對這項研究挑戰，藉著人權運動

的參與觀察，以及後續研究計畫支持，5展開持續的相關研究。 

對於臺灣史研究者而言，漢生病人權問題之所以成為研究挑戰，也是日本律

師發動國際漢生病人權訴訟的重要性；原因是這議題一方面攸關戰前日本殖民衛

生政策的歷史課題，尚待研究、解析；另一方面是二十世紀末東亞國際社會醞釀

                                                 
4該會議論文修正後，收入個人專書之一章，參閱：范燕秋，〈近代臺灣的癩病療養所與疫病隔

離空間〉，收於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頁 179-227。 
52006 年個人任教學校轉到臺灣師範大學臺灣研究所之後，執行的研究計畫主要有：〈樂生院癩

病史料整理與分析（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06 年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計畫，2006,8-2007,7。范

燕秋，〈漢生病歷史及人權文史蒐集網站建置及紀錄片攝製計畫（1）（2）〉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

理處委託研究計畫，2009,7-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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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新的價值信念，並透過社會、政治動員爭取而來，也反映臺灣新時代的訊

息。因此，為釐清這個議題，必須採取新的問題意識以及觀察角度；亦即漢生病

人權問題來自近代國家政策或權力的侵害，其中涉及兩個重要問題層次，包括國

家與病患兩方面。其中，就國家政策侵害的層次，這不僅須探究日治時期臺灣癩

病政策原委，癩病隔離政策如何侵害患者人權；而且，必須深究戰前至戰後臺灣

的癩病政策如何變動，其間是否存在人權侵害問題。其次，是承受國家權力侵害

的患者層次，必須回歸患者的主體經驗，探究他/她們如何因國家政策而遭受扭

曲的人生，審視漢生病人被隔離治療的疾病經驗，以及其人權如何遭受侵害。 

2006 年之後，個人醫療史研究即專注在漢生病醫療人權歷史議題，並持續

發表相關論文，試圖解答臺灣近代以來國家（包含殖民）政策與漢生病人權的相

關問題。基於多年來在此議題的研究累積，以本書提出新的歷史視野與詮釋。 

 

二、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 

    究竟漢生病是怎樣的疾病？為何在臺灣近代史上出現這樣的漢生病隔離機

構－樂生院？以及戰後即使有新進的醫療藥物足以治癒患者，為何不少痊癒者無

法回歸社會，仍居住在樂生院內？這是臺灣特有的現象，或者是近代世界疫病史

的課題？以下，藉由疾病史以及回顧相關研究成果，釐清這些問題，也為本書研

究議題做定位。 

    漢生病/ 癩病（Hansen’s Disease / leprosy）是人類古老的疾病，6自有歷史記

載以來，東西方社會都可見它的蹤影。在中國傳統醫書中，稱之為「厲/癘/癩」、

「大風」、「惡風」」，也因病症造成的皮膚知覺喪失稱為「痲瘋」，或因病症造成

的面容毀傷而稱為「天刑病」。針對痲瘋的病因，中國醫書早先出現「風」、「蟲」

兩種解釋，至明清時期則以「蟲」說明「傳染」和「遺傳」兩種病因概念。明代

中期以來，在痲瘋盛行的東南地區社會，出現設置「痲瘋病院」，對於其患者加

以收容救濟及隔離的傳統。不過，十九世紀後期、晚清中國處於歐美帝國主義國

家全面侵略的局面，由西方國家強權挾帶而來的細菌學、傳染病觀改變中國傳統

的疾病認知；伴隨而來的西方傳教士也因基督教會「癩病救濟」的傳統，積極介

入中國的「痲瘋救治」，建立西方宗教色彩強烈的機構管理，取代中國傳統的收

容機構。7 

                                                 
6 「漢生病」是因 1873 年挪威醫師漢生（Dr. G. A. Hansen）發現癩病原菌（Mycobacterium leprae），

證實為慢性的傳染疾病而得名。本文為歷史研究，在疾病名稱上維持歷史名詞，唯說明晚近疾

病的社會概況，則使用「漢生病」一詞。 
7 梁其姿的研究從中國傳統疾病分類的角度，分析古代文獻「癘/癩」、「大風」、「惡風」到「麻

風」的概念。不過，這些概念是否確實指涉現代西方醫學所定義的癩病（leprosy），她認為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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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西方社會，癩病歷史有兩個核心議題，一是關於癩病流行分布及特徵；

另一議題是有關疾病的污名化。就前者而言，依據西方醫學史家的研究，至西方

中古時代為止，癩病在西方世界廣泛流行，其分布最北可能延伸北到北極圈，如

北歐的挪威。而依據中世紀墓葬廣泛調查證據，顯示癩病在農村盛行高於城鎮，

當城鎮化發展，癩病伴隨逐次消失。另一重要現象，是在島嶼或海岸附近癩病流

行增加，早期理論歸因於一種魚飼料所導致，但這種解釋不足採信；合理的解釋

是癩病傳染力低，以及它與貧困、營養缺乏有關，造成向內陸緩慢的蔓延。另一

種流行病學分析指出：「結核分枝桿菌」限制癩病桿菌的交叉免疫力，影響癩病

長期分布和發病率；當大城市出現、人口密度增加，造成結核病蔓延，相對造成

癩病流行的下降。至於疾病污名化問題，在西方教會史上，舊約聖經《利末記》

（Leviticus）記載「癩病」是讓上帝不悅、不潔之病，使其成為象徵犯罪與墮落、

特殊污名的疾病，患者則成為教會救贖、傳播福音的對象。中世紀以來，教會藉

由聖經故事，以照顧癩患者來闡揚耶穌基督仁慈博愛的精神，癩病的負面形象也

因教會而延續。儘管聖經故事所記載的「癩病」包含該疾病之外的許多其他疾病，

癩病終究被污名化。即使伴隨十九世紀近代西方醫學的推進，癩病診斷和治療有

所進展，然癩病污名化仍然持續；8其中因素不僅在近代國家介入管控癩病的公

衛歷史，也與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有密切關係。 

    現代措詞的癩病（leprosy）知識發展於十九世紀，與疾病細菌學理論同時出

現。1840 年，挪威醫師丹尼爾 （Daniel Cornelius Danielssen）記錄癩病癩腫型。

1873 年，挪威醫師漢生（Dr. G. A. Hansen）發現癩病分枝桿菌（Mycobacterium 

leprae），證實其為慢性傳染疾病，並提出隔離患者是最好的防治措施。同年

（1873），天主教神父達米盎（Damien de Veuster）懷抱宗教博愛精神，前往夏威

夷癩病流行地與病人生活，隨後感染此一疾病，並於 1889 年病死。此事，促使

西方世界對於癩病傳染性提高警覺，西方國家陸續採取癩病管控措施，特別針對

所屬殖民地，也進一步造成其污名化。尤其，十九、二十世紀之間正值歐美國家

盛行帝國主義，積極向非西方國家殖民擴張，歐美國家介入癩病管制，也使得癩

病問題成為國際性的議題。9二十世紀初，日本國內首先制定癩病防治政策，其

                                                                                                                                            
確定。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2（1999.6），

頁 399-433。Liang, Qizi（Angela Ki 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 : a history,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2009. 
8 Leprosy (Hansen’s Disease) , 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Disease. Retrieved from 

http://www.credoreference.com/entry/cupdisease/leprosy_hansen_s_disease。J.N. Hays, The burdens 

of disease: epidemics and human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1998, pp. 20-29。 
9
 國際癩病會議從第一次（1897）、第二次（1909）以至第三次（1923），皆重申癩病隔離之必

要。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S5*cht/aLiang%2C+Qizi/aliang+qizi/-3,-1,0,B/browse
http://www.credoreference.com/entry/cupdisease/leprosy_hansen_s_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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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也設立癩療養所樂生院，步上國際醫療相同的道路。 

以上觀之，癩病在東西方社會歷經長久的歷史，包含各自傳統社會所形成的

醫療照護方式；以至十九世紀後期，伴隨歐美國家帝國主義發展，以及其挾帶的

西方醫學、特別細菌學擴張，促成以西方醫學為中心的癩病現代知識及其疾病管

控全球性的發展。就此而言，臺灣近代癩病隔離機構樂生院之出現，並非日本殖

民統治下的特例，而是屬於近代世界癩病史的一環。不過，近代癩病隔離措施如

何經由日本帝國殖民而施行於臺灣，與二十世紀西方現代醫療發展又有何連動關

係，則有待研究，也是本書討論的重點。 

    就相關研究成果而言，基於前述的近代世界癩病歷史特點，與本書主題相關

的研究成果不少，就研究問題的關連性尤其重要的可歸納為四方面，包括：近代

癩病醫學研究史、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與癩病污名化、基督教癩病救濟與傳教醫

療、隔離機構與癩病患者社會身分形塑等。其中，有關近代癩病醫學史與人權議

題，這攸關癩病生物醫學特徵及現代醫學知識如何建構，也就是癩病從傳統社會

認為的遺傳疾病，在十九世紀因現代醫學細菌學發展，如何發現它的病原體－癩

桿菌（Mycobacterium leprae）；不僅如此，這也關繫近代國家（包括殖民）是否

或者能否將它納入公共衛生的範疇，即制定癩病管控衛生政策。其實，由於癩病

桿菌為緩慢、極為不易感染的生物性特徵，對於醫學者是極大的研究挑戰，甚至

引發人體醫學研究的倫理爭議，在 1870 年代挪威醫師漢生（Gerhard H. Armauer 

Hansen）發現癩桿菌（Mycobacterium leprae）的過程，也曾引發疾病人體實驗的

醫療訴訟。針對這方面的歷史研究，1970 年代正值癩桿菌發現百年紀念，國際

癩病醫學期刊刊登幾篇相關論文，深入討論癩病醫學研究涉及醫療倫理與公共衛

生的課題。10 

    針對十九世紀後期西方醫學界對於癩病的研究，李尚仁文章討論英國醫學界

對於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分析當時關於痳瘋病因和傳播方式的醫學爭論。

該文指出十六世紀以來痳瘋在歐洲大多數地區已消失無蹤，然十九世紀隨著歐洲

的帝國主義擴張以及勞動移民的增加，使得歐洲人接觸痳瘋病患的機會大增。尤

其，1860 年代在夏威夷發生多起痳瘋病例，擁有龐大殖民地的英國政府極為重

視此事件，也促使英國醫界加強海外的痳瘋研究。十九世紀歐洲醫界認為中國是

痳瘋主要盛行區域之一，1860 年代和 1870 年代大多數來華英國醫師認為痳瘋是

                                                 
10Knut Blom, “Armauer Hansen and Human Leprosy Transmission: Medical Ethics and Legal R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prosy, 1973(41:2), pp.199-207. Lorentz M. Irgens, M. D., Leprosy in 

Norway: An Interplay of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prosy, 

1973(41:2), pp.189-198. Becheli L. M., Advance in Leprosy Control in the Last 100 Yea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prosy 1973 （41: 3）, pp.28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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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病。1890 年代，痳瘋傳染說逐漸成為英國醫界的主流意見，並認為中國移

民將痳瘋散播到世界各地。該文指出，新興的細菌學說雖然促使英國醫界接受痳

瘋傳染說，但當時研究主要依賴舊式的疾病問卷調查；以及英國痳瘋醫學研究之

轉折和西方種族主義的高張，以及熱帶醫學的專科化有密切的關係。11 

    同樣討論癩病歷史，而且涉及癩病/痲瘋醫學知識的轉化，是梁其姿討論中

國癩病歷史的英文論著。12該書首先深究中國傳統醫書中有關痲瘋醫學知識概念

的歷史推演，以及明清以來中國社會在痲瘋盛行的東南地區社會，出現設置「痲

瘋病院」，對於其患者加以收容救濟及隔離的傳統。進而，分析十九世紀後期、

晚清中國處於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全面侵略的局面，由西方國家強權挾帶而來的細

菌學、傳染病觀改變中國傳統的疾病認知；伴隨而來的西方傳教士也因基督教會

「癩病救濟」的傳統，積極介入中國的「痲瘋救治」，建立西方宗教色彩強烈的

機構管理，取代中國傳統的收容機構。同時，該書也討論現代中國，包括中華民

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癩病防治政策及實態的歷史。這本書為書寫中國癩病歷史最

有系統而完整的論著。 

    關於癩病醫學研究史論文，討論臺灣的議題有兩篇，其一是王文基和王珮瑩

共同發表的文章，13討論樂生院與日治台灣的癩病醫學研究，將日治台灣癩病醫

學研究放置於國際癩病醫學及日本醫學研究的脈絡之中加以考察，剖析殖民地癩

病醫學知識生產與殖民地種族論述、防治政策以至樂生院內管理的多重而複雜的

關係。對於臺灣近代癩病醫學研究史而言，是開創性研究成果。另一篇是洪意凌

的論文，討論戰後台灣臺灣漢生病治療藥物 DDS，該文主要論點是 DDS 成為漢

生病治療藥物的過程，同時伴隨著漢生病醫療技術物網絡的重組以及樂生院院民

所經歷的病人之雙重消失。14這是另一篇新近而重要的研究成果。 

其次，有關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與癩病污名化，重要論著是 Zachary Gussow 的

專書，15探討美國癩病防治政策制定及療養所設置的原委，指出美國本土癩病患

者集中於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多數是黑人及黃種人等有色人種；以及美國併吞夏

威夷群島之際，當地爆發癩病大流行，引發這場疫病流行被認為是中國華人移工

                                                 
11 李尚仁(Shang-Jen Li)，〈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痳瘋病情的調查研究〉，《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4：3(2003/09)，頁 445-506。 
12 Liang, Qizi（Angela Ki 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 : a history, c2009. 
13 王文基、王珮瑩，〈隔離與調查：樂生院與日治台灣的癩病醫學研究〉《新史學》20：1

（2009,3），頁 61-123。 

14 洪意凌，〈疾病因果網絡的重構及病人的雙重消失：DDS 如何成為臺灣漢生病治療藥物 

〉《科技、醫療與社會》23（2016,10），頁 17-76。 
15 Zachary Gussow, Leprosy, Racism, and Public Health: Social Policy in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Westview Press, 1989. 

http://www.ceps.com.tw/ec/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6%9d%8e%e5%b0%9a%e4%bb%81&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ntro.aspx?jnlcattype=1&jnlptype=1&jnltype=1&Jnliid=3326&newIssueiid=36025%20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ntro.aspx?jnlcattype=1&jnlptype=1&jnltype=1&Jnliid=3326&newIssueiid=36025%20
http://www.ceps.com.tw/ec/ecjnlissuelist.aspx?jnlcattype=1&jnlptype=1&jnltype=1&Jnliid=3326&newIssueiid=36025%20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S5*cht/aLiang%2C+Qizi/aliang+qizi/-3,-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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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由於這兩個因素，強化癩病種族主義色彩。該書也論述美國本土易斯安

那州國立癩療養所 Carvill 自 1894 年創立，至戰後百年以上的發展。同時，指出

夏威夷癩病流行事件所造成的後續影響，包括：1865 年夏威夷王國最早通過癩

患者隔離法案，患者隔離於 Kalaupapa 半島；比利時神父戴勉（Damien de Veuster）

前往 Kalaupapa 照顧患者，但感染癩病而於 1889 年病死；以及 Damien 神父病死

對於西方世界造成重大衝擊，認為癩病威脅西方人在海外活動的安全，以及癩病

可能從殖民地傳入母國，構成「帝國的危機」。此外，該書也解析挪威癩病隔離

模式（醫院），指出挪威運用理性而基本的科學醫學研究以根除癩病，挪威癩病

史是一種研究與公衛實作之間的合作模式，也是科學和人道的模式，而且運用研

究與公衛完成顯著的科學成就，又未引發癩病恐懼。17由於 Gussow 的論著甚早出

版（1989），也極具參考價值，後續研究者大都引用或運用此研究成果。 

再者，有關基督教癩病救濟與傳教醫療之研究，這方面的研究論文甚多，

如：Kipp 的文章討論印尼蘇門答臘，於 19 世紀末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期間，由

傳教士設立在蘇門答臘北部沿海的癩療養機構 Lau si Momo，主要收容當地土著

患者。他採取 Erving Goffman 全控機構的觀點，18指出由於癩病療養所作為全控

機構，准許對於患者所採行的控制乃是其他地方不可能者，因此癞患照顧提供傳

教士極為難得的宣傳福音的機會。另 Kakar 的文章。討論英國殖民地印度，西方

醫療對於癩病治療的擴散，指出這大部分是基督教會的工作（1860-1940），藉此

回應英國殖民醫學者 David Arnold 提出的：教會相當成功的擴散西方醫療觀念與

活動。19其實，由於西方基督教傳統癩病具有救贖與博愛的特殊意涵，因此在

歐美殖民地，教會組織代理癩病醫療絕大多數的工作，包括施行癩病診療，

以及開設「癩病院」收容患者；但同時，癩病療養所作為一種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也是贏得患者改信基督教的絕佳場所，教會因此獲得大量的福音人

                                                 
 
17Zachary Gussow, Leprosy, Racism, and Public Health: Social Policy in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pp.81-84、95-96、104-06. 
18
Goffman 對「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的定義是：一個居住及工作的地方同住的許多人，

從更廣的社會被區隔一段可察覺的時間，導致一種封閉而被正式管理的生活。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1), pp. 3-12. 
19
 包括 Worboys 論文，討論幾個歐洲殖民地由教會設立癩病療養所的個案研究，可見類似的

現象。Michael Worboys, “The Colonial World as Mission and Mandate: Leprosy and Empire, 

1900-1940,” Osiris 15 (2001), pp.207-218; Sanjiv Kakar, “Leprosy in British India, 1860-1940,” pp. 

215-230; Megan Vaughan, “Without the Camp: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ies in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Leprosy,” in Megan Vaughan, Curing Their Ills: 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77-99; Rita Smith Kipp, The Evangelical Uses of Lepros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9:2 (July, 1994), pp.165-178. Josep Bernabeu-Mestre and Teresa 

Ballester-Artigues, Disease as a Metaphorical Resource: The Fontilles Philanthropic Initiative in the 

Fight Against Leprosy, 1901-1932,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17: 3 (December, 2004), pp. 40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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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過，患者也如同聖經故事中的癩人（leper），被賦予疾病社會形象所伴

隨的污名特徵與性質。 

再次，有關隔離機構與癩病社會身分形塑之研究。無論是教會機構設立的療

養所，或者近代國家公衛政策設置的癩病隔離機構，都有全控機構的特性，對

於被收容、隔離的患者產生相當的規訓作用，也足以形塑出特有的社會身分/認

同。這方面的研究論文也不少，如 Anderson 的研究以美國在殖民地菲律賓的癩

療養所 Culion 島為案例，探討機構內如何實驗殖民地公民權。20此外，Edmond

的論著討論夏威夷、澳洲、紐西蘭等幾個癩病隔離島，論證在療養機構內往往

再創造村落的社群，或者選擇性的加強、甚至發明族群的身分與習俗。21另一比

較獨特的研究取向，是以患者為中心的角度，Silla 以非洲馬利的癩病患者為

案例，探討人類普遍的疾病經驗上，患者個人身體的生理變化與個人身分／

認同變動的關連；該書指出在癩病機構形塑患者的集體認同之外，患者本身

也能賦予自我經驗個人化的意義，因此具有集體行動的能力，集結一起以控

制他們自身多元的身分。22  

    總括而言，上述癩病史相關研究成果，包含：近代癩病醫學研史、十九世紀

後期癩病污名化與種族主義的關聯，教會醫療積極投入歐美國家在海外殖民地癩

病救治，以及癩病療養所對於患者社會身分/認同的形塑作用等，除再度證實癩

病為近代世界史的重要課題之外，對於本書撰寫也提供重要的參考。 

    本書研究議題是「樂生院與臺灣近代漢生病政策變遷」，其中核心議題是樂

生院這個漢生病 /癩病隔離療養所，這個院區（1930 年）因其政策而創建，但其

政策作為公衛政策的正當性來自來癩病醫學研究，證實此疾病的傳染性。至戰

後，這個院區從封閉隔離轉向開放門診，是癩病政策轉型的結果，然其政策變革

又來自癩病醫學研究、包括化學治療藥物的進展。換言之，研究樂生院近百年歷

史，首要問題是隔離機構、與醫學研究和衛生政策之間密切而連動的關係。 

    其次，回歸被隔離的患者群體之立場，若隔離療養所作為全控機構，對於患

者群能產生極大身分/ 認同形塑作用；則一旦患者社會身分/認同形成之後，即使

療養所轉型開放而患者可以回歸社會，已然機構化的患者不必然可以返歸社會與

鄉里，這點或許可解釋戰前被隔離收容的樂生院民為何無法返鄉。據此而言，從

患者主體的角度，深究樂生院患者群社會身分/認同的變遷，即是探究樂生院歷

史另一重要面相。 

                                                 
20Warwick Anderson, Leprosy and Citizenship, Position 6:3 (1998), pp. 707-730. 

21Rod Edmond, Leprosy and Empire: A Medical and Cultur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Eric Silla, Eric Silla, People Are Not The Same: Leprosy and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Mali ,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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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同樣基於患者群體之立場，當戰前隔離政策宣示患者終生隔離的命

運，樂生院除了作為醫院、監獄之外，還有何種可能性？誠如殖民當局強調樂生

院的家族主義，從患者主體及其能動性而言，如何轉化這個院區成為可以安居的

家園，似乎是另一種選擇。從戰前到戰後的樂生院，患者如何營造所屬的個人或

群體空間，使其轉化為家園的樣貌？在此一過程，院內的宗教組織又扮演何種功

能、角色？這種由患者營造的物質性空間，是否也反映在樂生院區空間的變貌？

換言之，樂生院隔離空間的歷史變遷，似乎也深繫以患者為主體的歷史。 

    要言之，本書參酌相關研究成果，釐清撰寫綱要及研究方向，勾勒本書撰寫

的內容重點。此外，相較於個人相關論文著重各別議題的解析，本書撰寫在研究

方法，擬採取全球視野（Global Perspective），以確立全書各篇章相互連結與整體

性。以下，說明全球視野與本書主題的關連，以及如何運用於本書之撰寫。   

 

第三節  研究觀點與章節大綱 

    基本上，所謂全球視野是因二十世紀資本全球交換的快速增加，跨國合作的

成長以及網路的出現，使得全球化成為一種普遍概念。歷史學家為尋找這種現象

的來源及發展，促成歷史學的全球轉向（global turn），研究者以全球視野觀察問

題，拓展史學各領域的研究視野。1990 年代西方歷史學的新發展，出現「全球

史」觀點，相對於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概念，試圖將歷史書寫推進至更具

有普世性、包容內涵更廣泛的「全球史」。23全球史挑戰、也跨出去民族國家史的

書寫限制，將視野擴展至地方、區域、國家之間的彼此聯繫。24 

    其實，疾病史、或傳染病史早已是西方史學者書寫全球史的重要議題。1960

年代，Hans Zinsser 的著作《老鼠、蝨子和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證實傳

染病在某些關鍵的時刻，造成戰爭與外交局勢的扭轉。1972 年，A. Crosby 出版

的《哥倫布大交換：1492 年以後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說明 1492 年哥倫布與

他的船員登陸美洲之後，造成歐美兩個各自獨立的世界接觸，但也造成疾病與物

種的大變動，美洲印第安人因此感染歐洲舊大陸帶來的病菌摧殘，人口急劇銳

減；西班牙人從新大陸帶回美洲原生物種，也徹底改變歐亞舊大陸的食物供給與

農業生產。251976 年，美國世界史學者 William McNeill 論著《瘟疫與人》，將人

類生命視為一場介於微寄生蟲與大型天敵巨型寄生蟲之間的平衡，即是將所謂疾

病的概念作有意義的擴充；並指出人類從游獵轉入農業時期，進而都市文明的興

                                                 
23參見美國史學者柯嬌燕的論著，Pamela Kyle Crossley,《書寫大歷史：何謂全球史》，廣場：2012。 
24蔣竹山，《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從新文化到全球史》，果實：2005，頁 174-75。 
25 本段討論參見 Pamela Kyle Crossley,《書寫大歷史：何謂全球史》，頁 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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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等，這種生活方式的改變皆直接影響疾病的發生率及其型態的重大變遷。他也

從病理學及近代世界體系的角度，指出由於近代歐亞交通網絡密集，傳染病有逐

漸馴化（致命力減低）及均質化（普及）的趨勢。據此，他對於隨著歐洲人近代

擴張而帶出的傳染病，對於美洲土著如何造成滅族式的影響，有深刻的描述。5 

本書撰寫為何及如何採用全球視野？首先，這攸關本書主題「樂生院」與西

方近代醫學的連結關係；為解析漢生病隔離在近代世界疾病史的特殊性，也為探

究日本殖民地隔離機構「樂生院」在近代世界疾病史的位置。其次，本書為解答

這個問題，擬借用全球化理論三個概念，包括傳播（dissemination）、流動

（movement）、網絡（network）等加以解析；不過，為彌補全球化觀點著重普世

化（universalizing）、同質化（homogenization）的偏失，也應該留意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觀點，即運用全球化觀點的同時，亦重視在地的（local）、異質

化（heterogenization）的存在。26由於本書的研究主題正值十九、二十世紀帝國

/ 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存在更多文化混雜和文化差異的現象，全球在地化觀點

提供本書更為細緻的分析與討論。以下，進一步討論本書如何運用全球化理論觀

點。 

首先，所謂「傳播」概念運用於漢生病史，是指癩病醫療及其隔離實作在知

識技術的傳播及擴散。基本上，漢生病近代醫療與隔離實作緣起於挪威漢生醫

師（Gerhard H. Armauer Hansen），他在十九世紀後期受新興細菌學理論影響而進

行癩病研究，認定癩病為傳染性疾病；進而推演成挪威施行癩病隔離措施。

而且，在 19 世紀末首次召開的國際癩病會議，Hansen 開創的癩病細菌學及其

政策運用成為國際公認的主要方法，促成癩病隔離醫療的知識/技術傳播之路。

當時日本也派代參加國際癩病會議，為日本後續推展、傳播癩病控制之動因。

1930 年，日本在殖民地臺灣創立癩病隔離機構「樂生院」，也是癩病政策從日本

帝國中心向殖民地邊緣的傳播擴散。不過，從全球在地化的觀點，癩病隔離醫療

的知識/技術從歐洲國家傳播至日本，或者從日本帝國中心移植至殖民地臺灣，

每次轉折都必須留意有何「在地的」回應，並因此產生何種異質化的特徵。 

    其次，有關流動的概念，在全球化趨勢中，最初指西方資本主義為中心所形

                                                 
他的論著重要的意義之一，在反省近代歐洲國家殖民擴張過程，歐洲人挾帶而來的傳染病，對美

洲土著如何造成致命的及滅族式的影響。William McNeill, plague and people, New York： 

Anchor press/ Doubleday,1976. 
26這個學術名詞概念於 1994 年最早由英國社會學家 Roland Robertson 提出，強調全球化發展的

同時亦應兼顧在地思維及文化差異。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or Gloc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1, 1994, pp. 33-52.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Sag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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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跨地域貿易和國際資本與投資的流動，也就是全球性物質的流通。事實上，

全球化帶來多元的流動，包括科技、資訊、人口與媒體等各方面，這些流動不僅

製造出各種矛盾、斷裂與差異，也創造出新的意義與想像。對於漢生病政策與隔

離醫療而言，關注漢生病知識概念的流動，以及患者人群的流動；前者呼應前述

癩病知識傳播的概念，後者則關注隔離療養所內，患者群如何創出新的交流空間

及文化。 

    基本上，患者人口群因疾病污名所帶來的標籤，被迫離開家庭，主動或被動

的進入隔離醫院，這固然是特殊的、小規模的人口流動；不過，基於療養所地域

社會與文化的差異，以及患者自身的能動性，患者如何創造特有的文化風貌，值

得注意。在日治末期的樂生院，一位來自日本愛生園患者小倉兼治，因反抗機構

絕對隔離而被迫流徙至朝鮮小鹿島，再轉赴臺灣的樂生院。而且，他在最終落腳

的樂生院內創立「聖望教會」，因而影響這個教會組織在戰後院內的發展。此外，

另一場跨時代與跨區域的流動，是在 1945 年二次大戰之後，中國撤退來臺的軍

人與平民不少漢生病患者，他們因政治變局的遷移與流動，為戰後樂生院院區投

下巨變的開端。重要的是：對於癩療養所樂生院而言，患者流動可能帶來異質文

化，可能製造出各種矛盾與差異，也可能創造出新的意義與想像。 

    再者，關於網絡概念，討論癩病醫療與人權上，最為顯著的是西方基督教會

組織網絡。十九世紀以來，歐美海外殖民地包括亞洲、非洲，或者東亞的中華帝

國、日本、朝鮮以及台灣，皆可見基督教會人士積極介入癩病救濟與醫療，藉此

以擴充其宗教信仰與組織的力量。教會組織往往與國家政權之間形成時而合作、

時而競爭的關係，甚至足以與國家力量抗衡；其中，關鍵性因素仍是西方教會的

組織力量與人際網絡關係。尤其，戰後受到中國政局劇變，中共主政中國的影響，

原先在中國傳教及從事癩病醫療救助的西方教會人士被迫撤退臺灣。也因此，

在戰後臺灣癩病政策轉型的過程，在各地設置的癩病門診治療系統是由教會組

織支持和推動。當時教會組的人際、社會網絡，乃是鑲嵌在戰前臺灣以及中國的

教會組織系統，也是西方近代以來基督教會從事癩病救治的傳統以及人際網絡。 

    所謂網絡，除了西方教會組織之外，日本帝國殖民權力網絡，也有其異質的

一面。二十世紀初，日本帝國形成之後，仿效西方帝國主義權力運作，在癩病隔

離管控上，日本觀摩或仿效西方國家在殖民地的管控措施，形成疾病管控之權力

運作。不過，日本帝國在臺灣的殖民行政權力，有其特殊的運作方式。即總督府

殖民行政權力網絡建立在警察保甲組織，在追捕癩病患者上，發揮深入民間社會

的作用力。 

    要言之，本書運用上述全球化理論中傳播、流動、網絡等三個概念，以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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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觀點，並以前述勾勒的主題撰寫綱要及研究方向，

擬定本書章節大綱。整體上，本書章節大綱除前言與結論之外，共有五章，可分

述如下。 

    第二章探討近代癩病醫學研究全球性發展如何展開，以及如何轉移至臺灣，

並特別關注醫學研究與政策之間的關係。其中重要問題包括︰癩病研究和隔離政

策為何以挪威為起點，而後形成全球性的擴展；癩病研究和政策又如何推展到日

本，成為明治政府國家公衛政策；進而，逐步推向日本帝國殖民地，以致在殖民

地臺灣展開。為解明這些問題，首先探討十九世紀末北歐挪威癩病管控模式，它

如何形成細菌學研究與癩病政策的連動關係，以及隨後如何影響歐美國家癩病政

策。其次，分析二十世紀初期在國際癩病醫學影響下，日本如何啟動癩病醫學研

究和政策；以及移植殖民地臺灣。第三部分，探討戰後臺灣的癩病醫學研究與政

策如何因應國際癩病醫學之進展，歷經延續及斷裂的轉折。特別因美援衛生計

畫介入，引進癩病化學治療，開啟癩病政策從隔離封閉轉向門診開放措施。

癩病研究也從戰前細菌學研究轉向戰後現代免疫學發展。 

    第三章從全球視野考察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東亞近代國家，包括日本與

中國的癩病防治政策如何形成；以及日本帝國癩病政策又如何移植殖民地臺灣。

1860 年代由雇用中國移工所造成的夏威夷癩病流行事件，西方人警覺到癩病傳

染的威脅，顯示癩病之所以成為西方國家矚目的重要議題，與近代世界人群移動

有密切關係。癩病議題涉及另一群重要人士的移動，是西方教會宣教士以帝國殖

民的先驅前往非西方地區，在承擔癩病照護之際，也開啟西方宣教的新紀元。本

章為解析此一歷史課題，首先解析十九世紀末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擴張，如何帶

動近代世界人群移動，進而促成東亞近代國家施行癩病政策，包括中國和日本，

以及日本帝國癩病政策如何延長施行殖民地臺灣。 

    第四章從二次大戰後東亞冷戰框架下臺灣所處的位置，探討臺灣癩病政策

轉型及其結果，並關注新一波人群流動及患者人權問題。本章相關脈絡因素

有三，其一是戰前日本殖民政策遺產的延續與斷裂；其二因戰後東亞冷戰局

勢下，美國支援國民黨政府立足臺灣，形構美援衛生計畫下的癩病政策；尤

其，基於1940年代國際癩病醫療的進展，美援衛生計畫引進新進癩病醫療衛生

措施，促成防癩政策的轉型。其三，戰後癩病政策轉型鑲嵌在歐美教會人際網

絡中完成，由歐美教會人士組成的臺灣痲瘋救濟協會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最後，

本章也關切癩病政策轉型之後存續的人權問題，以解明臺灣當代社會無法迴

避的漢生病人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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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討論核心問題是癩病患者如何成為個人身分／認同，及其形成與

變遷。首先，著重探討生產這種身分的社會環境，以及歷史的多元因素如何

造成患者身分／認同的變動，包括現代醫學體制、衛生政策、教會醫療、隔

離機構等多重因素逐漸齊備。同時，依據臺灣近代史（時間）的推演，將癩

患者身分的變遷區分為三階段加以討論，首先日本治臺之後是癩病患者身分

建構的起點；其次，分析日治時期兩種全控機構如何規制患者的社會身分／

認同。再者，1945年之後因癩病政策轉型、時代和社會變動，患者如何展現自

主認同。 

    第六章，探討樂生院做為癩病隔離空間的獨特性及其歷史變遷，以呼應晚近

樂生院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的理念。對於在院區生活超過半世紀以上的院民而言，

這裡是獨一無二的居住地、也就是「家園」；也使得樂生院機構空間呈顯多重的

意涵，兼含監獄、醫院及「家園」三種相互矛盾而奇異的意義。本章除探討1930

年創建的樂生院與當時日本癩病隔離機構的關連，亦追溯近代癩病隔離醫療的相

關設施，分析癩病機構隔離空間意涵。本章亦關注住院患者/痊癒者的立場，探

索院區空間變動與他/她們重新創造或改寫院區的空間意涵的可能性。  

     本書的章節大綱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研究緣起與研究問題 

         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 

         研究史料與章節大綱 

 

第二章 近代癩病醫學和隔離政策全球在地化發展 

    第一節 從挪威到日本：細菌學理論與癩病醫學爭議 

    第二節 從日本帝國中心移植：殖民醫學與樂生院內癩病研究 

    第三節 戰後癩病醫學典範轉移與現代免疫學實驗地 

第三章  東亞近代國家癩病政策的形成與人群流動 

     第一節 十九世紀西方帝國/殖民主義與癩病污名化 

     第二節  日本帝國中心至殖民地臺灣的防癩政策 

     第三節  日治後期防癩政策推展與患者流動 

第四章  東亞冷戰下臺灣的癩病政策與教會組織網絡 

     第一節 臺灣癩病政策延續和斷裂與人群流動 

     第二節 美援衛生、癩病政策轉型與臺灣痲瘋救濟協會 

     第三節 門診治療推展、痊癒者回歸的困境及人權問題 



16 

 

第五章  樂生院患者社會身分／認同變遷  

     第一節 近代癩病患者身分/認同的出現 

     第二節 全控機構與日治時期癩病患者身分形塑  

     第三節 戰後患者身分變動與樂生院民抗爭史 

第六章   樂生院近代疫病隔離空間的歷史變遷   

 第一節  癩病控制與近代疫病空間的形成   

 第二節  殖民地癩療養所樂生院及其隔離空間的運作 

 第三節  戰後癩病政策轉型、樂生院空間變動及其意涵轉化   

 

第七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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