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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學生本)

題目: 早期香港的環境衛生問題和處理

目標

透過工作紙，使學生：

1. 了解十九世紀末香港環境衛生與鼠疫爆發的關係

2. 了解二十世紀初香港處理鼠疫問題的方法

3. 認識香港衛生局的成立及其工作

4. 認識華人社團(東華三院)在疫症爆發時扮演的角色

5. 認識東華三院文物館的歷史

教節安排

教節一

時間: 40分鐘

老師: 派發工作紙一 (1894年香港鼠疫爆發的原因)

學生: 用 20分鐘完成工作紙一

目的: 透過三幅圖片，使學生認識到香港開埠初期的居住環境，並分析鼠疫爆發
的原因

老師: 派發工作紙二 (二十世紀香港處理鼠疫問題)

學生: 用 20分鐘完成工作紙二

目的: 透過工作紙，使學生 

1) 認識 20世紀初香港處理鼠疫問題的方法

  2) 認識香港鼠疫和香港醫學博物館成立的關係

教節二

時間: 40分鐘

老師: 播放錄影帶「百載鑪峰: 市政百年」(分二節播放，合共 14分鐘)

      播放錄影帶「百載鑪峰: 慈善事業」(分二節播放，合共 11分鐘)

學生: 觀看錄影帶，摘下重點，然後完成工作紙

目的: 使學生(1)了解衛生局成立的背景及其早期的工作

            (2)了解華人社團組織在疫症爆發時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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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活動

東華三院文物館

地點: 九龍窩打老道廣華醫院

時間:  90分鐘

老師: 出發前派發工作紙，工作紙的內容與文物館有關。

學生: 參觀文物館同時，完成工作紙裏的習作。

目的: 1) 透過是此參觀活動，使學生對文物館有初步的認識。

2) 工作紙的設計，給予學生自主空間，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



3

   

1894 年香港鼠疫爆發的原因

根據下列三幅圖片，並回答下列問題

圖 A1

十九世紀華人住房平面圖

資料來源:高添強《圖片香港今昔》, 頁 93

圖 A2

二十世紀華人住房平面圖

面積: 659 呎
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廣告(18-03-2001)

上層平面圖(二樓)

下層平面圖(地下)

自香港開埠後，移民不斷湧入，人口以驚人的速度增加。可是港府

當時沒有任何城市規劃，導致華人住宅區，尤其是港島西部的太平

山區一帶人煙稠密。華人不甚重視公共衛生，其居住環境與日後鼠

疫的爆發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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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根據圖 A1和圖 A2，試比較香港在 19世紀和 20世紀華人住房結構和生
活條件的分別，以完成下列表格。

比較項目 A1 A2
單伙/合伙
每伙面積

設備

生活條件

圖 B

資料來源: 高添強《圖片香港今昔》頁93

問題二: 早期香港太平山典型的華人社區，上層為居室，下層為店舖。據圖 B，
從外表來看，華人房屋在居住密度和環境衛生方面有什麼特色？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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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

香港街道一瞥

資料來源: Bloomfield Frena, Scandals and Disasters of Hong Kong, p.53

問題三: 從圖 C所見，街道兩旁招牌林立。從招牌的文字來看，兩旁是屬於什麼
類型的商店？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四: 從圖 C所見，當時香港的街道在設計上有什麼特色？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五: 綜合資料所見，你是否覺得惡劣的居住環境是鼠疫爆發的主要因素？試
舉例說明之。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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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香港處理鼠疫問題

閱讀下列三則資料，並回答下列問題

資料甲

以前港九各街道的電燈杉，都懸掛一個鐵製而有蓋的筒形老鼠箱，這個箱子是供

街坊們把死老鼠放在裏面，再由市政署的工作人員收集清理。市政署在一個很長
的日子裏，通知市民，不可將死老鼠放在垃圾堆內，以免滋生疫症，要將死老鼠

放在老鼠箱。

魯金《香江舊語》，頁 13

問題一: 從資料甲中，潔淨局在公共地方安裝什麼東西，以便市民處理死老鼠？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二: 從前有一句流行語與資料乙有關，這流行語是什麼？此流行語來形容情
侶在那一方面的差異極大？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大瘟疫爆發後的十年，每運春夏之際，鼠疫便流行。

潔淨局對於處理鼠疫問題，均無良策，曾經利用數種方法

處理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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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乙

潔局議養貓除疫事

二十日下午潔淨局敘會前日所立考查養貓除疫之值理昨將其所考查之法報告如
下:
擬請華民政務司刊派華字傳單，勸告各華人養貓，可以將鼠捕捉，即可以滅除疫

症。

潔局幫辦往查屋宇，須查該屋是否蓄貓，如屋內並未有貓，須飭居人蓄養。

請華民政務司向各華人善堂會所解明養貓之利益。

請華民政務司飭令酒樓妓院，須要多養貓以足額為止。
又派傳單通知開貨倉之人聲明貨倉為鼠最易藏身之地，其貯米穀及食料者，尤關

緊要本港居人危險，多由於此況。凡屋宇藏有鼠子，於衛生屋宇律例已有違背，

故將屋內鼠子捕除是其本分之事。現經有試驗，凡貨倉如蓋有多貓定能將鼠子克

制。

《華字日報》 1908 年 9 月 16 日

問題三: 從資料乙中，哪些人是華民政務司的宣傳對象？傳單的內容是什麼？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四: 從資料乙所見，港府希望華人在哪四個地方必須養貓？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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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丙

資料來源:《歲月留情: 漫畫香港史》，頁 84

問題五: 資料丙的漫畫中亦指出處理鼠疫問題的另一辦法。根據資料丙的告示內
容，找出捕捉老鼠的懸賞金額？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六: 資料丙的漫畫，反映市民是否支持潔淨局的做法？為什麼？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七: 從資料甲至資料丙的三個措施中，你認為哪個措施最有效？為什麼？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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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年的大瘟疫是香港島有史以來最厲害的鼠疫。經過這次鼠疫後，港府開始重
視細菌檢驗的工作。這是香港醫學博物館成立的背景。

資料來源: http://www.hkstar.com/~hkmms/c_photos.htm

1. 此幢建築物的名稱是什麼？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醫學博物館距今已有九十五年的歷史。試將英文字填在適當位置上，以完成

下列的配對。

  A   B   C   D  E    F

1906 1947 1960 1980 1990  1996

1. 香港病理檢驗所已改作儲物用途。 D
2. 檢驗所經修葺後，正式開放為香港醫物博物館。
3. 隨著新的檢驗所成立，檢驗所大樓的工作亦隨之減少。
4. 香港醫學博物館的前身為一細菌檢驗所。 A
5. 香港病理檢驗所列為受保護的法定古蹟。
6. 細菌檢驗所易名為香港病理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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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局的誕生與香港早期的衛生情況有著密切的關係，從錄影帶「百載鑪峰: 市

政百年」的資料中，回答下列問題。

甲﹑衛生局成立的背景及其早期的發展

查維克報告書

年份 : 1882

報告者 : ____________

建議 : 1) 修訂__________________

2) 搜查房屋以觀察居住衛生

3) 增建排水系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安排專人收集________________

5) 由專業人士全職掌理衛生事務

衛生局

成立年份 :________________

倡議者 : 港督寶雲

成員 : 包括土地測量官，但無全職衛生官和_____________代表

發展 : 1887年，港督德輔對公共衛生特別關心，於是派_______________
主持衛生局

: 1894年，瘟疫爆發，於是衛生局成立防疫委員會

思考問題: 根據錄影帶的內容，直至 1894年，你認為查維克報告書所建議的事
項有沒有實現？為什麼？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老師首先播放6 分鐘的錄影帶，此段錄影帶內容乃講述衛生局成立的背景及

其早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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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三十年代衛生局的工作

廿世紀三十年代衛生督察和普通清潔工人在職責、權力和薪酬方面之比較

衛生局職級 衛生督察 普通清潔工人

職責 代表人物: 鍾榮光
-監督洗太平地
-所謂洗太平地，就是由潔淨局執
行的衛生措施。所有住宅和舖戶，

都要定期清潔。清潔程序的第一步
是__________，第二步是將所有傢
俬取起來，以便檢查床底有無老鼠

洞，並且將傢俬沉水缸。消毒水的

成份是________和___________。

代表人物: 李金興
上午的工作: ________、
____________
下午的工作: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收拾死老鼠。

權力 很大，一日 24小時可隨時入屋檢
查，甚至一些嚴重罪行如

___________也可管。

不算大，只是執行工作

薪酬 當時衛生督察每月薪金有______
港元，比同等督察多 1.5倍

當時清潔工人薪金每月有

__________港元
其他 對行外人而言，清潔工人中以

________工作最難受，因為它是厭
惡性工作，且工作時間很長。

對行內人而言，清潔工人中以

__________工作最難受，工人要將
載在躉船 11-12噸垃圾搬到茶果嶺
堆田區或位於__________的堆田
區，對健康有很大的影響。不過，

政府為了提高這種清潔工人的工

作士氣，給予他們額外的福利，包

括一餐免費飯和特別工作
____________。另外，此種清潔工
人比普通清潔工作多 1倍薪金。

老師播放8分鐘的錄影帶，此段內容乃講述30年代香港的衛生

督察和普通清潔工人。透過觀看主持人與鍾榮光和李金興的訪

問，同學可對當時衛生局的工作有概括了解，而鍾氏和李氏的說

話，均可視為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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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在疫病爆發時所扮演的角色

1896年，鼠疫再起，一些英國醫官懷疑東華醫院用中醫治療的效果。這是東華
三院和政府關係的最惡劣時期。不過，這個惡劣關係只維持一個短時間。

請閱讀下列的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 A
1891-1895 東華醫院(中醫診治病人數 )
病人留院數
男 : 10806人
女  : 1952 人
病人門診數

男 : 530781人
女 : 272278 人
自費病人

男 : 106人
女 : 47人
資料 B
1895 年國家醫院(西醫)就醫人數
歐西人+印度人 :934人
華人         :223人

資料 C
1896年香港人口: 24萬人

資料來源: 魯金《香港掌故》第三冊，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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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1891-1895年華人向東華醫院中醫部求診的總人數是多少？平均每年有
多少華人向東華求診？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二: 據資料 A和 B，1895年向東華醫院求診的人數是國家醫院的多少倍？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三: 綜合資料 A，B 和 C，從數字上來看，華人究竟對中醫抑或西醫較為信
任？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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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D

1896史超活駱克委員會報告內容節錄如下:

「應繼續允許該院(指東華醫院)採用華人方法治療病人，否則既有國家醫
院，又何須再設東華醫院。」

「該院之設，有鼓勵華人入院留醫和病向淺中醫的作用，免華人貧病無告而

死於家中，其所做之工作，為國家醫院所難以擔任。」

「關於醫院之職員，僕等之意，以為應由政府委派華人之曾習西醫學識者一

人，常駐該院，專以考查在院死亡之人，而作一真確之報告。」

資料來源: 魯金《香港掌故》第三冊，頁 93-94

問題四: 據資料 D，英國人對中醫的懷疑態度是否有所轉變？試從文化的角度和
財政的角度分析之。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五: 英國人雖然對中醫採較正面的態度，但仍要設法監察東華的運作。試述
其方法？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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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距今已有 130年的歷史。老師播放錄影帶「百載鑪峰: 慈善事業」其中
一節(8 分鐘)，同學摘下重點，然後填上適當位置。此項習作目的是希望同學對
東華三院的發展和演變有初步的認識。

早期東華三院發展

1847 :文武廟

功能:

供奉文武二帝，他們分別是張亞子和_____________

1856 :廣福義祠

功能:

(1) 安放靈位

(2) 為_________________提供棲息處

問題:
地狹人稠，空氣污濁，垂死病人，雜處期間，環境衛生漸趨惡劣。

1870 : 港督麥當奴關心衛生，而當時衛生官批評當時義祠_______________

是年，華人領袖鑑於義祠環境惡劣，倡議集資興建一所位於義祠附近的

華人醫院

1872 : 東華醫院落成，是首間華人醫院，其工作包括:

(1) 贈醫施藥

(2) 收容難民

(3) 提供食物、___________，辦義學等

1896 :東華醫院提供西醫服務

1911 :______________落成，為東華醫院的一部分

1918 : 馬場大火，東華三院負責安葬死者於掃稈埔

1929 : ______________落成，至 1931年三間醫院統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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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的演變

經費方面 早期的東華三院的經費由________籌募，現在由熱心人士捐助。
權力方面 早期東華三院的總理事無大小均要管，但 60年代以後總理只作

_________的工作，釐定服務目標，執行權則由專人負責。
服務性質 由施捨工作轉到____________服務
地位方面 1) 早期東華三院有很大的影響力，蓋當總理者往往由_________

擔任，而高層成員包括商行代表﹑__________。當總理可有機會
當太平紳士，再當立法議員，因此是財力和勢力的象徵。

2) 早期東華三院作為華人與英國人溝通的橋樑，甚至作為
______________的半官方機構。現在此功能已消失。

東華三院有130年的歷史，現今東華三院無論在經費﹑權力﹑服務性質和地

位各方面與舊時有很大的不同。老師繼續播放錄影帶(共3分鐘)，此段錄影

帶乃簡略講述東華三院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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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文物館

文物館在哪裡？請用顏色筆圈出它的位置。

文物館位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物館地上平面圖

文物館共有_____個展覽廳和______個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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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源溯流話東華 — 工作紙(參觀時)

同學在參觀文物館時，請完成下列工作紙，選出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文物/藏品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文物/藏品
名稱 文物/藏品

用途

年份 捐贈者 印象深刻的原因

展覽廳一

醫療服務

教育服務

社會服務

籌募活動

展覽廳二

「辛亥堂」

整個展覽中，我覺得最能代表東華三院的展品是_______________，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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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源溯流話東華 — 工作紙(參觀時)

東華三院文物館除了展出富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和典藉外，亦提供關於該院的最新

發展動向。試從展版上找出關於東華三院各項服務最新發展的資料，以完成下列

表格。

教育服務 醫療服務 社會服務

安老服務

1. 直到 2000 年，東華三院有 31
個安老單位，包括長者綜合服

務中心﹑老人中心﹑________
等，使長者能安享晚年。

2. 位於________的伍蔣惠芳護理
安老院在建築中，預期於 2001
年 10月落成。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1. 直到 2000 年，東華三院有 32
個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單位，包

括 兒 童 之 家 ﹑ 幼 兒 園 ﹑

____________等
2. 東華第一個青少年中心余墨緣
青少年中心已遷址，改為提供

_____________服務。

復康服務

1. 直至 2000年，東華共有 32個
復康服務，包括日間活動中心﹑

______________﹑宿舍等。
2. ____________日間活動中心已
全面翻新，改善設施及環境。

3. 黃祖棠社會服務大樓預期於
2001年啟用，大樓將設有長者
綜合服務中心﹑日間護理中心﹑

護理安老院﹑_______________
等服務。

最
新
發
展

1. 為配合社會的發展，東
華在分科課程內不斷

加入新元素，為屬校教

師 提 供
____________，更全面
發展資訊科技教育，以

擴展資訊科技在教與

學的應用。

2. 東華各校亦著重推廣
多元化的_________，
以及加強學童的體能

訓練，使他們得以均衡

發展。

西醫

1. 各間醫院迅速發展，改
善院舍環境及設備﹑添

置最新_______儀器，
並擴充和拓展各項專

科服務。

2. 近年，東華又致力發展
切合社會需求的基層

健康服務，如在 1990
年 首 創

______________ 服

務，並在 1997年創辦
長者家居復康外展服

務。
3. 東華積極參予社區工
作，擴展市民的健康教

育。

中醫

1. 廣華醫院中醫門診部
裝 置 ___________ 系
統，不但縮短求診人士

輪候時間，而且電腦所

儲存的資料及數據有

助推動東華中醫藥研

究和發展。
2. 東華和廣華醫院分別
與 ____________及香港
中文大學建立夥伴關

係，作各項交流及合作研

究

公共服務

1. 萬國及鑽石山殯儀館已實行
___________，以提高運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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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源溯流話東華 — 工作紙(參觀後)

據東華三院文物館小冊子的內容，試將英文字填在適當位置上，以完成下列的配

對。

文物館成立的背景

A      B        C         D                 E

1911  1920     1958        1970             2000

1. 廣華醫院進行全面重建，只保留大堂作為一座歷史性建築
物。

2. 廣華醫院大堂落成，亦是文物館的前身。
3. 「東華三院一百三十年」文物展覽開募，展出東華過去的
文物和典藉。

4. 適逢是東華三院百年紀念，主席李東海決定粉飾舊大堂，
並命名為東華三院文物館。

5. 由於病房的需求不斷增加，廣華醫院改建為兩層高的建築
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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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源溯流話東華 — 工作紙(參觀後)

你還記得下列的展品嗎？試根據左列圖片，辨認展品的名稱﹑年份和用途，以完

成右列表格。

藏品點滴

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分: 1854
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 1931
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 1956
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

名稱: 徵信錄
年份: 1873
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 1884
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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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網頁 —工作紙(教師本)

題目: 早期香港的環境衛生問題和處理

目標

透過工作紙，使學生

6. 了解十九世紀末香港環境衛生與鼠疫爆發的關係

7. 了解二十世紀初香港處理鼠疫問題的方法

8. 認識香港衛生局的成立及其工作

9. 認識華人社團(東華三院)在疫症爆發時扮演的角色

10. 認識東華三院文物館的歷史

教節安排

教節一

時間: 40分鐘

老師: 派發工作紙一 (1894年香港鼠疫爆發的原因)

學生: 用 20分鐘完成工作紙一

目的: 透過三幅圖片，使學生認識到香港開埠初期的居住環境，並分析鼠疫爆發
的原因

老師: 派發工作紙二 (二十世紀香港處理鼠疫問題)

學生: 用 20分鐘完成工作紙二

目的: 透過工作紙，使學生 

1) 認識 20世紀初香港處理鼠疫問題的方法

  2) 認識香港鼠疫和香港醫學博物館成立的關係

教節二

時間: 40分鐘

老師: 播放錄影帶「百載鑪峰: 市政百年」(分二節播放，合共 14分鐘)

      播放錄影帶「百載鑪峰: 慈善事業」(分二節播放，合共 11分鐘)

學生: 觀看錄影帶，摘下重點，然後完成工作紙

目的: 使學生(1)了解衛生局成立的背景及其早期的工作

            (2)了解華人社團組織在疫症爆發時扮演重要的角色

參觀活動

東華三院文物館

地點: 九龍窩打老道廣華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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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90分鐘

老師: 出發前派發工作紙，工作紙的內容與文物館有關。

學生: 參觀文物館同時，完成工作紙裏的習作。

目的: 1) 透過是此參觀活動，使學生對文物館有初步的認識。

2) 工作紙的設計，給予學生自主空間，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

   

1894 年香港鼠疫爆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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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列三幅圖片，並回答下列問題

圖 A1

十九世紀華人住房平面圖

資料來源:高添強《圖片香港今昔》, 頁 93

圖 A2

二十世紀華人住房平面圖

面積: 659 呎
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廣告(18-03-2001)

上層平面圖(二樓)

下層平面圖(地下)

自香港開埠後，移民不斷湧入，人口以驚人的速度增加。可是港府

當時沒有任何城市規劃，導致華人住宅區，尤其是港島西部的太平

山區一帶人煙稠密。加上華人不甚重視公共衛生，其居住環境與日

後鼠疫的爆發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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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根據圖 A1和圖 A2，試比較香港在 19世紀和 20世紀華人住房結構和生
活條件的分別，以完成下列表格。

比較項目 A1 A2
單伙/合伙 單伙 合伙

每伙面積 9 平方米 64 平方米
設備 簡陋 (只有煮食地方、居

室、煙囪，但沒有浴室)
完善(有客廳、睡房、浴室
和廚房)

生活條件 很差 好

圖 B

資料來源: 高添強《圖片香港今昔》頁93

問題二: 早期香港太平山典型的華人社區，上層為居室，下層為店舖。據圖 B，
從外表來看，華人房屋在居住密度和環境衛生方面有什麼特色？

答: 太平山區華人貧民區房屋密集，屋內黑暗，垃圾堆滿屋外，居住環境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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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

香港街道一瞥

資料來源: Bloomfield Frena, Scandals and Disasters of Hong Kong, p.53

問題三: 從圖 C所見，街道兩旁招牌林立。從招牌的文字來看，兩旁是屬於什麼
類型的商店？

答: 從招牌的文字來看，兩旁是雜貨店。

問題四: 從圖 C所見，當時香港的街道在設計上有什麼特色？

答: 香港的街道狹窄，有排水渠，但排水渠外露，非常骯髒。

問題五: 綜合資料所見，你是否覺得惡劣的居住環境是鼠疫爆發的主要因素？試
舉例說明之。

答: 我覺得惡劣的居住環境是鼠疫爆發的主要因素。鼠疫來源是老鼠身上的鼠
蚤，老鼠蚤將鼠疫病菌傳至人體。太平山貧民區，區內惡劣環境令老鼠易於繁殖。

從圖 B 所見，華人竟將垃圾胡亂棄置在街道上，卻又無人處理，這會招致老鼠
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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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香港處理鼠疫問題

閱讀下列三則資料，並回答下列問題

資料甲

以前港九各街道的電燈杉，都懸掛一個鐵製而有蓋的筒形老鼠箱，這個箱子是供

街坊們把死老鼠放在裏面，再由市政署的工作人員收集清理。市政署在一個很長
的日子裏，通知市民，不可將死老鼠放在垃圾堆內，以免滋生疫症，要將死老鼠

放在老鼠箱。

魯金《香江舊語》，頁 13

問題一: 從資料甲中，潔淨局在公共地方安裝什麼東西，以便市民處理死老鼠？
答: 老鼠箱

問題二: 從前有一句流行語與資料乙有關，這流行語是什麼？此流行語來形容情
侶在那一方面的差異極大？

答: 電燈杉掛老鼠箱。此流行語是用來形容情侶在高度方面差距較大。

資料乙

潔局議養貓除疫事

二十日下午潔淨局敘會前日所立考查養貓除疫之值理昨將其所考查之法報告如

下:
擬請華民政務司刊派華字傳單，勸告各華人養貓，可以將鼠捕捉，即可以滅除疫
症。

潔局幫辦往查屋宇，須查該屋是否蓄貓，如屋內並未有貓，須飭居人蓄養。

請華民政務司向各華人善堂會所解明養貓之利益。

請華民政務司飭令酒樓妓院，須要多養貓以足額為止。

又派傳單通知開貨倉之人聲明貨倉為鼠最易藏身之地，其貯米穀及食料者，尤關

緊要本港居人危險，多由於此況。凡屋宇藏有鼠子，於衛生屋宇律例已有違背，
故將屋內鼠子捕除是其本分之事。現經有試驗，凡貨倉如蓋有多貓定能將鼠子克

制。

《華字日報》 1908 年 9 月 16 日

香港大瘟疫爆發後的十年，每運春夏之際，鼠疫便流行。

潔淨局對於處理鼠疫問題，均無良策，曾經利用數種方法

處理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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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 從資料乙中，哪些人是華民政務司的宣傳對象？傳單的內容是什麼？

答: 華人是華民政務司派發傳單的對象，傳單的內容大致是勸告華人養捕老鼠之
貓，以消除疫症。

問題四: 從資料乙所見，港府希望華人在哪四個地方必須養貓？

答: 屋宇﹑善堂﹑酒樓妓院和貨倉。

資料丙

資料來源:《歲月留情: 漫畫香港史》，頁 84

問題五: 資料丙的漫畫中亦指出處理鼠疫問題的另一辦法。根據資料丙的告示內
容，找出捕捉老鼠的懸賞金額？

答: 潔淨局(市政局)懸賞捕捉或殺死老鼠的人，每隻賞銀 5 分。

問題六: 資料丙的漫畫，反映市民是否支持潔淨局的做法？為什麼？

答: 從漫畫中左旁的兩人反應，表示當時有市民並不支持潔淨局的做法。因為他
們知道有些貪心的人，從不法渠道獲得大量死老鼠，而不是真正捕得老鼠。

問題七: 從資料甲至資料丙的三個措施中，你認為哪個措施最有效？為什麼？

答: 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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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年的大瘟疫是香港島有史以來最厲害的鼠疫。經過這次鼠疫後，港府開始重
視細菌檢驗的工作。這是香港醫學博物館成立的背景。

資料來源: http://www.hkstar.com/~hkmms/c_photos.htm

2. 此幢建築物的名稱是什麼？

答: 香港醫學博物館

香港醫學博物館距今已有九十五年的歷史。試將英文字填在適當的位置上，以完

成下列的配對。

  A   B   C   D  E    F

1906 1947 1960 1980 1990  1996

1. 香港病理檢驗所已改作儲物用途。 D
2. 檢驗所經修葺後，正式開放為香港醫物博物館。 F
3. 隨著新的檢驗所成立，檢驗所大樓的工作亦隨之減少。 C
4. 香港醫學博物館的前身為一細菌檢驗所。 A
5. 香港病理檢驗所列為受保護的法定古蹟。 E
6. 細菌檢驗所易名為香港病理檢驗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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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局的誕生與香港早期的衛生情況有著密切的關係，從錄影帶「百載鑪峰: 市

政百年」的資料中，回答下列問題。

甲﹑衛生局成立的背景及其早期的發展

查維克報告書

年份 : 1882

報告者 :_(查維克)_________________

建議 : 1) 修訂_(房屋條例)___________________

2) 搜查房屋以觀察居住衛生

3) 增建排水系統、_(街市)_、_(廁所)__

4) 安排專人收集_(垃圾)__

5) 由專業人士全職掌理衛生事務

衛生局

成立年份 :_(1883)__

倡議者 : 港督寶雲

成員 : 包括土地測量官，但無全職衛生官和_(華人)_代表

發展 : 1887年，港督德輔對公共衛生特別關心，於是派_(殖民地醫官)
主持衛生局

: 1894年，瘟疫爆發，於是衛生局成立防疫委員會

思考問題: 根據錄影帶的內容，直至 1894年，你認為查維克報告書所建議的事
項有沒有實現？為什麼？

答: (建議答案)查維克報告書所建議的事項並沒有實現，因為政府並沒有完全正
視報告書的建議，而華人為了賺取更多租金，仍將房屋分成數個細小單位出租，

卻沒有改善住屋設施。直到1894年疫症爆發，報告書的內容才獲得正視。

老師首先播放6 分鐘的錄影帶，此段錄影帶內容乃講述衛生局成立的背景及

其早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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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三十年代衛生局的工作

廿世紀三十年代衛生督察和普通清潔工人在職責、權力和薪酬方面之比較

衛生局職級 衛生督察 普通清潔工人

職責 代表人物: 鍾榮光
-監督洗太平地
-所謂洗太平地，就是由潔淨局執
行的衛生措施。所有住宅和舖戶，

都要定期清潔。清潔程序的第一步
是(洗地)，第二步是將所有傢俬取

起來，以便檢查床底有無老鼠洞，

並且將傢俬沉水缸。消毒水的成份

是(鹼粉)和(火水)。

代表人物: 李金興
上午的工作: (清道)、(洗街)
下午的工作: (收集垃圾)、
     (洗太平地)、
     收拾死老鼠。

權力 很大，一日 24小時可隨時入屋檢
查，甚至一些嚴重罪行如(作姦犯

科)也可管。

不算大，只是執行工作

薪酬 當時衛生督察每月薪金有(100)港
元，比同等督察多 1.5倍

當時清潔工人薪金每月有(12)
港元

其他 對行外人而言，清潔工人中以

(清糞)工作最難受，因為它是
厭惡性工作，且工作時間很
長。

對行內人而言，清潔工人中以
(搬垃圾)工作最難受，工人要
將載在躉船 11-12噸垃圾搬到
茶果嶺堆田區或位於(醉酒

灣)的堆田區，對健康有很大

的影響。不過，政府為了提高

這種清潔工人的工作士氣，給
予他們額外的福利，包括一餐

免費飯和特別工作(津貼)。另
外，此種清潔工人比普通清潔

工作多 1倍薪金。

老師播放8分鐘的錄影帶，此段內容乃講述30年代香港的衛生

督察和普通清潔工人。透過觀看主持人與鍾榮光和李金興的訪

問，同學可對當時衛生局的工作有概括了解，而鍾氏和李氏的說

話，均可視為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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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在疫病爆發時所扮演的角色

1896年，鼠疫再起，一些英國醫官懷疑東華醫院用中醫治療的效果。這是東華
三院和政府關係的最惡劣時期。不過，這個惡劣關係只維持一個短時間。

請閱讀下列的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 A
1891-1895 東華醫院(中醫診治病人數 )
病人留院數
男 : 10806人
女  : 1952 人
病人門診數

男 : 530781人
女 : 272278 人
自費病人

男 : 106人
女 : 47人
資料 B
1895 年國家醫院(西醫)就醫人數
歐西人+印度人 :934人
華人         :223人

資料 C
1896年香港人口: 24萬人

資料來源: 魯金《香港掌故》第三冊 , 頁 95-96

問題一: 1891-1895年華人向東華醫院中醫部求診的總人數是多少？平均每年有
多少華人向東華求診？

答: 1891-1895年華人向東華醫院中醫部求診的總人數是 815970人，平均每年有

163194年向東華求診。

問題二: 據資料 A和 B，1895年向東華醫院求診的人數是國家醫院的多少倍？

答: 1895年向東華醫院求診的人數是國家醫院的 73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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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 綜合資料 A，B 和 C，從數字上來看，華人究竟對中醫抑或西醫較為信
任？

答: 從數字上來看，華人對中醫較為信任。

資料 D

1896史超活駱克委員會報告內容節錄如下:

「應繼續允許該院(指東華醫院)採用華人方法治療病人，否則既有國家醫
院，又何須再設東華醫院。」

「該院之設，有鼓勵華人入院留醫和病向淺中醫的作用，免華人貧病無告而

死於家中，其所做之工作，為國家醫院所難以擔任。」

「關於醫院之職員，僕等之意，以為應由政府委派華人之曾習西醫學識者一

人，常駐該院，專以考查在院死亡之人，而作一真確之報告。」

資料來源: 魯金《香港掌故》第三冊 , 頁 93-94

問題四: 據資料 D，英國人對中醫的懷疑態度是否有所轉變？試從文化的角度和
財政的角度分析之。

答: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華人傳統上用中醫方法治病，不接受西醫方法治病，故
有東華醫院之設。英國人應尊重華人的傳統文化，容許不同類型醫院存在。這樣

使華人病向淺中醫的作用。他們還認為華人有病求診於中醫勝於不求診。這可以

減低瘟疫的蔓延。從財政角度而言，當時國家醫院沒有能力取代東華醫院所做的

工作。若取代東華醫院的工作，對國家醫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故英國人對中醫

的懷疑態度有所轉變。

問題五: 英國人雖然對中醫採較正面的態度，但仍要設法監察東華的運作。試述
其方法？

答: 英國人要求政府聘請一位華人西醫長駐東華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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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距今已有 130年的歷史。老師播放錄影帶「百載鑪峰: 慈善事業」其中
一節(8 分鐘)，同學摘下重點，然後填上適當位置。此項習作目的是希望同學對
東華三院的發展和演變有初步的認識。

早期東華三院發展

1848 :文武廟

功能:
供奉文武二帝，他們分別是張亞子和(關雲長)

1857 :廣福義祠

功能:

(1) 安放靈位

(2) 為(貧無所依者)提供棲息處

問題:
地狹人稠，空氣污濁，垂死病人，雜處期間，環境衛生漸趨惡劣。

1871 : 港督麥當奴關心衛生，而當時衛生官批評當時義祠(衛生環境惡劣)

是年，華人領袖鑑於義祠環境惡劣，倡議集資興建一所位於義祠附近的

華人醫院

1872 : 東華醫院落成，是首間華人醫院，其工作包括:

(1) 贈醫施藥

(2) 收容難民

(3) 提供食物、(衣服)，辦義學等

1896 :東華醫院提供西醫服務

1912 :(廣華醫院)落成，為東華醫院的一部分

1919 : 馬場大火，東華三院負責安葬死者於掃稈埔

1930 : (東華東院)落成，至 1931年三間醫院統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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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的演變

經費方面 早期的東華三院的經費由(總理)_籌募，現在由熱心人士捐助。

權力方面 早期東華三院的總理事無大小均要管，但 60年代以後總理只作(決
策)的工作，釐定服務目標，執行權則由專人負責。

服務性質 由施捨工作轉到_(慈善)服務
地位方面 1) 早期東華三院有很大的影響力，蓋當總理者往往由(華人領袖)

擔任，而高層成員有商行代表﹑(買辦)。當總理可有機會當太平紳
士，再當立法議員，因此是財力和勢力的象徵。

2) 早期東華三院作為華人與英國人溝通的橋樑，甚至作為(滿清政
府)的半官方機構。現在此功能已消失。

東華三院有130年的歷史，現今東華三院無論在經費﹑權力﹑服務性質和地

位各方面與舊時有很大的不同。老師繼續播放錄影帶(共3分鐘)，此段錄影

帶乃簡略講述東華三院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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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文物館

文物館在哪裡？請用顏色筆圈出它的位置。

問題一﹕文物館位於(九龍窩打老道廣華醫院)。

文物館地上平面圖

問題二﹕文物館共有(兩)個展覽廳和(一)個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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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源溯流話東華 — 工作紙(參觀時)

同學在參觀文物館時，請完成下列工作紙，選出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文物/藏品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文物/藏品
名稱 文物/藏品

用途

年份 捐贈者 印象深刻的原因

展覽廳一

醫療服務 東華東院

護士學校

試卷

考核護士

學習進度

1931 莫雪霞 試題非常有趣

教育服務 免費初級

商科夜學

校

畢業證明 1941 劉柏 證書保存得非常完整

社會服務 觀音簽和

簽筒

求籤 不詳 文武廟 設計精緻

籌募活動 售旗籌款

活動旗章

籌款 1960-1990 呂二嫂 旗章與旗幟非常相似

展覽廳二

「辛亥堂」同治年間

的化寶爐

燒元寶 1869 西環盂蘭

值事

四個化寶爐中最高最大

的一個

整個展覽中，我覺得最能代表東華三院的展品是__(自由作答)__________，因為

______(自由作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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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源溯流話東華 — 工作紙(參觀時)

東華三院文物館除了展出富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和典藉外，亦提供關於該院的最新

發展動向。試從展版上找出關於東華三院各項服務最新發展的資料，以完成下列

表格。

教育服務 醫療服務 社會服務

安老服務

3. 直到 2000 年，東華三院有 31
個安老單位，包括長者綜合服

務中心﹑老人中心﹑(長者日間
護理中心)等，使長者能安享晚
年。

4. 位於(大埔)的伍蔣惠芳護理安
老院在建築中，預期於 2001
年 10月落成。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3. 直到 2000 年，東華三院有 32
個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單位，包

括兒童之家﹑幼兒園﹑(青少年
中心)等

4. 東華第一個青少年中心余墨緣
青少年中心已遷址，改為提供

(綜合)服務。

復康服務
4. 直至 2000年，東華共有 32個
復康服務，包括日間活動中心﹑

(庇護工場/護理安老院)﹑宿舍
等。

5. (戴東培)日間活動中心已全面
翻新，改善設施及環境。

6. 黃祖棠社會服務大樓預期於
2001年啟用，大樓將設有長者
綜合服務中心﹑日間護理中心﹑

護理安老院﹑(弱智人士宿舍/
庇護工場)等服務。

最
新
發
展

3. 為配合社會的發展，東
華在分科課程內不斷

加入新元素，為屬校教

師提供(專業培訓)，更
全面發展資訊科技教

育，以擴展資訊科技在

教與學的應用。

4. 東華各校亦著重推廣
多 元 化 的 (課 外 活
動)，以及加強學童的
體能訓練，使他們得以

均衡發展。

西醫

4. 各間醫院迅速發展，改
善院舍環境及設備﹑添

置最新(醫療)儀器，並
擴充和拓展各項專科

服務。

5. 近年，東華又致力發展
切合社會需求的基層

健康服務，如在 1990
年首創 (婦女健康普
查)服務，並在 1997年
創辦長者家居復康外

展服務。

6. 東華積極參予社區工
作，擴展市民的健康教

育。

中醫

2. 廣華醫院中醫門診部
裝置 (電腦登記 )系
統，不但縮短求診人士
輪候時間，而且電腦所

儲存的資料及數據有

助推動東華中醫藥研

究和發展。

2. 東華和廣華醫院分別
與(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
大學建立夥伴關係，作各

項交流及合作研究 公共服務

1. 萬國及鑽石山殯儀館已實行
(電腦化)，以提高運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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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源溯流話東華 — 工作紙(參觀後)

據東華三院文物館小冊子的內容，試將英文字填在遉當位置上，以完成下列的配

對。

文物館成立的背景

A      B        C         D                 E

1911  1920     1958        1970             2000

1. 廣華醫院進行全面重建，只保留大堂作為一座歷史性建築
物。

C

2. 廣華醫院大堂落成，亦是文物館的前身。 A
3. 「東華三院一百三十年」文物展覽開募，展出東華過去的
文物和典籍。

E

4. 適逢是東華三院百年紀念，主席李東海決定粉飾舊大堂，
並命名為東華三院文物館。

D

5. 由於病房的需求不斷增加，廣華醫院改建為兩層高的建築
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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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源溯流話東華 — 工作紙(參觀後)

你還記得下列的展品嗎？試根據左列圖片，辨認展品的名稱﹑年份和用途，以完

成右列表格。

藏品點滴

名稱: (化寶爐)
年分: 1854
用途: (燒元寶)

名稱: (護士學校考試卷)
年份: 1931
用途: (考核護士)

名稱: (棺柩布)
年份: 1956
用途: (喪葬用的白布)

名稱: 徵信錄
年份: 1873
用途: (記錄東華三院的收支狀況﹑捐款者的名字和該年
活動)

名稱: (「見義勇為」牌匾)
年份: 1884
用途: (清朝官員嘉許東華三院的賑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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