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東華醫院現在的位置東眺太平山區，圖下方

為普仁街街道，從左上方向右下方伸延。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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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早期醫療衛生與管治

崔永健

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香港早期醫療衛生與管治

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香港開埠，吸引越來越多華人，由中國大陸前往香港尋找工作及

商機，使香港人口越來越多，市區越來越擠迫，再加上很多來港華人都只是貧苦勞工，沒

有多少財力租住好的地方棲身，而業主只關注租金收入，結果華人聚居的上環，衛生環境

越來越惡劣，引起殖民政府關注。政府希望根據現代西方醫學及衛生知識，強制改變一般

華人民眾的居住環境，及他們的醫療衞生觀念，結果引致華人與英國統治者之間出現糾

紛。

香港衛生問題引起英人關注

香港屬亞熱帶沿海地區，年中有很長時間天氣濕熱，本來就容易滋生細菌，引發致命傳染

病，再加上英人從地處溫帶的歐洲北部而來，更感難以適應。結果在開埠初期，駐港歐人

士兵死亡率高企不下，1因此，香港的衛生問題，一直都受到在港西人社群及殖民政府的

關注，而低下層華人的居住環境，更被洋商及英人官員，視為香港衛生問題的源頭。可是

在1894年鼠疫爆發前，港府大抵都依循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方針─盡量不干預殖民地原

有民族的生活及習俗，所以未有強行改變普羅華人的居住環境及衛生醫療習慣。

當時香港人口主要集中在今日的中西區，洋人居住於中環及山頂一帶。而上環太平山區及

其接鄰地帶，則是華人聚居，隨著越來越多貧苦華人來港居住，太平山區的衛生環境也越

加惡劣。根據1874年香港殖民地總醫官的報告書，以及1882年英國殖民地部派往香港的

皇家工程師查維克(Osbert Chadwick)的調查報告，當地居所通風極差，不少人在家中飼養
雞豬等牲口，尿糞污水隨處排放，2不只洋人，即使是曾於1860至1880年代初寓居香港的

中國士人王韜，也指出當時上環華人住宅區，環境十分擠迫，一如昆蟲巢穴，「非復人類

所居」。3 

殖民政府規管華人住所引起的反彈

隨著華人社區衛生問題日益嚴重，終使殖民政府著手介入，在1887年香港政府提出《公

共衛生條例》草案，對房屋的人均居住空間、屋前應留空地、窗戶設備、廁所規格以至廚

房面積等，都有所規定，例如規定每座樓房都有10尺闊的後院、一定厚度的磚砌廁所和一

定面積的廚房，而業主須自費更改其物業的規格，以合符新法例規定，這引起了當時的華

人精英、潔淨局成員何啟4強烈反對，更率領華人代表向當時的署理總督金馬倫抗議，何

啟認為新例是英人強行將歐式觀念準則，加置於華人身上。更強調自己不是只代表業主講

說話，而是指出新法例必先令租上升。最後只有租客受害：「（貧苦華人）情願吃得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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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穿得暖一些，也不會計較居住環境是否擠迫不堪」5。最後，殖民政府妥協，不再堅

持原來的法例草案，例如對樓房的上述規定，只限於新建房屋，而且對於「防礙衛生」的

定義、入屋檢查的權力，以及發出強制修葺屋宇令的原則，亦有所改動，這意味著港府不

再堅持大幅提高普羅華人住屋的標準，直至1894年鼠疫爆發後，政府才下決心改變政策。

鼠疫令殖民政府決心改造華人居住環境

1894年5月香港爆發鼠疫，造成2500多人死亡，並嚴重打擊香港經濟。事後，時任港督的

羅便臣誓言必採非常手段重建香港。首先，他指示政府起草新的公眾衞生法例，容許政

府有權收回任何土地及建於其上的房屋，有權進入不合衛生的民房，並強制戶主要將屋內

所有不合格的衛生設施改正。此外，1894年9月港府清拆太平山區的大部份樓房，並重新

規劃該區，為了改善該區的通風，更在該區預留一塊空地，用作日後興建公園，這就是

1903年興建的「卜公花園」（卜公就是當時的總督卜力），這個公園至今猶在。1894年

鼠疫結束，港府更即下令以後須定時強制清洗消毒樓宇，由政府派員執行，即所謂「洗太

平地」（要到1954年才廢除6）。由此可見，殖民政府為確保公共衛生，對華人居住環境

的規管介入，遠超鼠疫爆發前。

鼠疫前後中西醫在香港華人社會中的消長

早在1848年，港府已設立國家醫院，提供西醫治療，可是由於收費不菲，更重要是佔人

口多數的華人，多數對西醫沒有信心，又害怕被開刀，所以只會看中醫，若遇大病而無法

回家鄉醫治，或自知復康無望，便到廣福義祠（放置靈柩的地方）等待死亡。後來香港的

英文報章高調報導港府總登記官巡視廣福義祠，揭發義祠的惡劣環境，政府面對輿論批

評，便制訂《華人醫院則例》，並提供土地及資金補助，讓在本地有名望的華人紳商，在

政府規管下集資興辦醫院，這就是1872年正式開幕的「東華醫院」，它向華人提供中醫

服務。7 

雖然在整個十九世紀，傳統中醫仍是香港華人醫療的主流，但是教會向廣大華人提供的西

醫服務，規模越來越大，質素越來越高，使越來越多華人也開始求診於西醫。1881年，

有歐人醫生，於倫敦傳道會在太平山區的教堂內，開設診所，為華人義診，後來更將此診

所命名為「拿打素醫局」。後來由於該醫局受歡迎，1887年倫敦傳道會得何啟捐助，興

辦雅麗氏紀念醫院（雅麗氏是何啟的亡妻），向華人提供免費西醫治療；同年，何啟等人

又興辦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培訓華人做西醫，而當中最出名的畢業生，就是後世稱為孫中

山先生的孫文，而此西醫書院，日後就成為香港大學醫學院。

1894年的鼠疫，是殖民政府以政府權力強制華人接受西醫治療之始。鼠疫爆發後，政府

下令，所有患者必須送往停泊在海中的政府醫療船，以及兩所疫症醫院治療（其中一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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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西醫主理，另一所則由東華醫院的中醫主診），可是很多華人都很抗拒到政府醫療船

治理，更有傳聞說政府西醫會將小童的身體製成藥粉。最後港府終於容許疫症患者，前往

廣州醫治。事後，政府決定委任西醫進入東華醫院，並逐步下令東華醫院須按照西方醫

療衛生標準，改善醫院衛生情況，並改革診治方法及設備。8自此，東華所提供的醫療服

務，漸漸以西醫為主導，及至1930年代中期，受到經濟不景影響，東華三院旗下物業租

金收入以至總理捐款，均告減少，再加上醫院開銷日增，需殖民地政府增加資助，才能維

持。9就在此時，港府藉機要求東華三院日後要以西醫服務為主，只提供有限度的中醫服

務，1937年起，東華醫院不再向住院病人提供中醫治療，只設中醫門診。另外，現代化

的大型政府醫院─瑪麗醫院，亦於同一年落成啟用，使政府向華人提供的西醫服務，規

模日大。

踏入二十世紀，香港華人漸漸視西醫為標準的醫治方法，這固然與殖民地政府利用公權力

強制施行，有莫大關係，但又不能視此為純粹的政治操作，因為西醫在一些方面的療效，

確實比華人的傳統方法遠為優勝，因而漸漸得到華人認同，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以西

醫方法接生新生嬰兒，其死亡率遠遠低於舊法。1903年，相信是第一位在港行醫的女西

醫西比(Dr. Alice Sibree)，開始在港訓練第一批女性助產士，使西法接生得以普及，由於
其卓有成效，使華人日益接受西醫。及後她更與香港醫學界人士促成贊育醫院的成立。

由上述的歷史可見，香港的醫療及公共衛生發展，固然與醫學及實際療效有關，可是，當

中的政治及文化因素，還是很重要的，這不單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如此。

註釋

1.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從潔淨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香港：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2002年），頁8。

2.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從潔淨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頁10及16。

3.	 王韜：《弢園文錄文編》卷六，「香港略論」一段。

4.	 何啟（1859-1914），為第一代華人牧師何福堂之子，曾留學英國學習西醫及法律，1882年回

港行醫，但很快就棄醫從訟，轉職大律師，並開始投資香港地產及商業，更先後獲委任為潔淨

局、立法局議員，其生平詳見May Holdsworth, Christopher Munn. ed,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88-190.潔淨局由港府於1883年
成立，成員包括官員及來自民間的成員（非官守成員），為專責公共衛生的法定機構，1935年

改組為市政局，1999年底該局及其執行部門市政總署解散，其原有的衞生職能由新成立的食物

環境衞生署繼承。

5.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頁41。

6.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頁59及105。

7.	 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頁18-20。

8.	 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頁142-145。

9.	 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頁140-142及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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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爵士（1859-1914），攝於1900年。「國家醫

院」是香港第一所政府醫院，當時的雅麗氏利濟醫

院，和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亦為華人提供西

醫服務。醫院的始創人何啟，更創辦了首個在香港

為華人提供西醫課程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孫

中山先生便是1892年首屆畢業生。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國家醫院。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政府公立醫院，又稱國家醫院，是全港首

間公立醫院，原於1848年在中環成立，

經過數次搬遷，至1878年荷李活道院舍

於火災被燒毀，因此接收了當時性病醫院

剛建成的新址營運（性病醫院統稱為Lock 
Hospital，為染上性病的海員或妓女提供
治療，同時政府亦規定妓女需定期驗身，

以舒緩性病傳播的問題）。基於華人亦不

信任西醫，故國家醫院服務對象主要為公

務員和警務人員。當香港大學於1911年成

立，國家醫院成為教學醫院，直至瑪麗醫

院於1937年在薄扶林落成後才逐漸退役。

約攝於1880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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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醫院值理在新的醫院及保良局院舍

開幕時留影，攝於1900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鼠疫後太平山區華人住宅區清拆

後的廢墟。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1894年的鼠疫病人，在堅尼地城被臨時

改作醫院的玻璃廠中，攝於1894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舊軍事醫院。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舊病理學院於1906年啟用，是

香港首間正式的細菌學檢驗

所。現為香港醫學博物館。

（攝影：伍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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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吸引歐藉醫生及護士來港工

作，於1892年建成國家醫院護士宿

舍。1937年瑪麗醫院落成後，國家醫

院角色漸漸退出一線角色，遂將護士

宿舍轉為女子精神病院，直至1961年

精神病院遷至屯門青山。建築物曾保

留作精神科門診服務，直到1970年開

始荒廢。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瑪麗醫院。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1920年代強調可返老還

童的中成藥（血中寶）

廣告小冊子。

香港的早期醫療衛生與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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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西約公立方便醫局，

香港華字日報，1910-08-31。

港督夫人巡視舊贊育醫院，

香港工商日報，1930-08-02。

舊贊育醫院，

Hong Kong Daily Press，1929-12-21。

1948年嬰兒接種牛痘疫苗後，香

港政府發給家長的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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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認識和了解香港醫療衛生制度的基礎和發展。

•	認識香港醫療和衛生發展的政治和文化因素。

•	析述醫療衛生政策如何體現政府管治的得失。

關鍵主題
公共衛生

關鍵概念
公共衛生政策

公共衛生意識

政府管治

身份認同

社會資源

公私營醫療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年份及事件（排序）

請同學閱讀第一部份的專題概論後，以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序。

	1870年代 	1930年代

香港的早期醫療衛生與管治

A.	 英國殖民地部派查維克調查
香港衛生情況。

B.	 東華醫院不再向住院病人提
供中醫治療。

C.	 1894年鼠疫大爆發。 D.	 第一位在港行醫的女西醫西比 (Dr.  A l ice 
Sibree)開始在港訓練第一批女性助產士。

E.	 東華醫院開幕，向華人提供
中醫治療。

F.	 雅麗氏紀念醫院開幕，向華
人提供免費西醫治療。

G.	政府開始委任西醫進入東華
醫院。

１. 4.2. 5.3. 6. 7.

57



第三章

1.	 針對居住環境惡劣的問題，何啟在反對《公共衛生條例》草案時指出，若條例通

過，業主需按照法例規定改建其出租物業，最終業主會難免加租，並說：「（

貧苦華人）情願吃好一點，穿暖一點，也不會計較居住環境是否擠迫不堪」，

你認為這看法如何影響當時的公共衛生？

試想像1890年代上環太平山區基層華人居所內衛生惡劣的情況，並繪畫下來。

2.	 在十九世紀時，華人普遍不向西醫求診，寧願求診於傳統中醫的原因是甚麼呢？

試根據第一部份文章及自己所知，解釋你的答案。參考片集：《香港歷史系列

III：醫療與管治》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及判斷

（二）	意想歷史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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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九世紀時華人普遍相信中醫而不信西醫，但到二十一世紀時，華人普遍相信西

醫而不信中醫。你認為甚麼原因促成這樣的改變？（提示：從藥效、藥物副作

用、醫療開支及文化因素等角度作出探討。）

（四）昔為今用

2.	 試比較1894年的鼠疫及2003年沙士疫病的成因、經過及影響。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8)	(18)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0)	(11)	(12)

延伸探索

1.	 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為1894年鼠疫之後另一影

響深遠的疫症。試想想「沙士」的爆發如何引發香港政府的管治危機？政府如何處理

這些危機？市民對於政府的處理手法有甚麼回應？

2.	香港的醫療系統正面對著甚麼挑戰？公營及私營醫療服務的角色如何？你認為有甚麼

方法可應對香港醫療系統面對的挑戰？

1.	 持續的人口老化加重香港公共醫療體系的壓力，試建議三個方法改善這個情況，

並分析其利弊。（提示：醫療產業化、自願醫療保障計劃、全民退休保障）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4）（10）（11-15）

2.	「科技的進展促進人類健康」，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

（五）通識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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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延伸閲閱讀

報章

1. 鄧啟怡：〈再思香港故事：從英國到香港的公共衛生〉，《明報》，2014年9月14

日。〈法治歷經不尋常一年基石受衝擊屹立不倒〉(Rule of law emerges unharmed 
from a challenging year)，《明報》，2015年1月14日。

2.	黎知明〈香港擁有成熟的流行病防疫機制—訪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紫荊

雜誌》，2015年7月1日。

網上媒體／資源

3.	 李永宸：近代粵港瘟疫災難（羊城晚報，2009年5月10日）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09-05/10/content_494519.htm
4.	 黃俊邦：自願醫保，真的自願嗎？（獨立媒體，2010年10月9日）

 http://goo.gl/lzycMy
5.	 建一條電梯　毁一座舊城？（蘋果日報，2013年8月31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831/18403441
6.	 許寶強：《香港的公共衛生簡史》（通識Plus）

 http://www.ls-plus-hk.com/4-1/
7.	許寶強：《公共衛生的變化與視角》（通識Plus）

 http://www.ln.edu.hk/ihss/crd/ls-plus-unit/LS-Plus-1.4.html
8.	十年回望—香港醫學博物館沙士口述歷史檔案精選

 http://goo.gl/gVcqYa
9.	 美聯社及英國電影新聞公司(The Associated Press and British Movietone)
 “HONG KONG SCA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bSFAEiRZ3Y

政府文件

10.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醫療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公營及私營醫療服務的角色及發展 

(立法會CB(2)448/12-13(02)號文件，2013年1月14日)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hs_hps/papers/hs_hps0114cb2-
448-2-c.pdf

香港電台節目／網上學習資源

11.	通識網：政府自願醫療保障計劃

 http://www.liberalstudies.hk/publichealth/ls_publichealth_12.php
12.	通識網：李文靖〈公共衞生政策的挑戰〉

 http://goo.gl/84cGiv
13.	通識網：利群歡〈傳染病與公共衞生〉

 http://goo.gl/9iJTI1
14.	通識網：利群歡〈內地孕婦來港產子與生活素質〉

 http://goo.gl/G97e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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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銀齡帥靚正：誰可相依
 http://goo.gl/kIquFC

法定機構

16,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www.ha.org.hk/

志願機構／非牟利組織

17.	西營盤歷史文化徑—醫療及衛生發展（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http://cache.org.hk/blog/syp_medical_trail/

推介書籍

18.	高馬可(John M. Carrol)：〈沙士：重新整合的醫療、社會和政治影響〉，《香港簡
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

19.	馬靄媛：《愛是不能埋：謝婉雯：雨後彩虹的真實故事》。香港：迎欣出版社，2005年。

20.	施叔青：《她名叫蝴蝶》	（香港三部曲」之一）。臺北市	:	洪範書店，1993年。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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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課後活動：角色扮演

簡

介
在1887年香港政府提出《公共衛生條例》草案，對房屋的人均居住空間、屋

前應留空地、窗戶設備廁所規格以至廚房面積等，作出規管。是次法案引起

了社會關注，各界亦對此作出激烈討論。

試以不同持份者的角度分析是次事件對他們的影響。

步

驟	

二

界定持份者。參考人物：政府（議員）	、華人議員、業主、租戶等。

[建議時間：五分鐘]	

步

驟

一

老師與同學討論1887年《公共衛生條例》議題涉及哪些持份者。

[建議時間：五分鐘]

建

議
讓學生設計五個相關角色。

步

驟	

三

學生分為四組，每組抽籤扮演一位持份者，並以其觀點進行討論。

[建議時間：十分鐘]

步

驟	

四

各組代表報告持份者的意見。

[建議時間：十分鐘]

建

議
討論:	

1.如果實行草案，對持分者有何影響？（利弊）	

2.為甚麼支持/反對	（利弊平衡分析）

議題：1887年《公共衛生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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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地址：香港島半山堅巷2號

查詢：+852	2549	5123

網址：www.hkmms.org.hk

香港開埠初期，西營盤在醫療系統的建構過程中佔有重要的位置，至今亦留

下不少足跡。西營盤是早年香港的華人聚居地，在公立醫療設施尚未普及之

前，區內出現不少能反映傳統華人民間醫療觀念的建設；亦因西營盤的土地

成本遠低於中上環，當政府或其他團體計劃建設醫療設施，均視西營盤為一

個理想地點，故此區內亦可見不少醫療與公共衛生的發展痕跡。

詳情請瀏覽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網頁：

http://cache.org.hk/blog/syp_medical_trail/

遊戲時間：約兩個半小時

集合地點：CACHe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香港西營盤西邊街36A後座）

學生分成四組，約十人一組，根據被分派路線進行遊踪活動，並需根據指示

完成各種任務，限時內返回CACHe。

活動路線：前西約華人公立醫局及方便醫所，西邊街舊贊育醫院，前華人瘋

人院，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香港醫學博物館，卜公花園，上環文武廟，磅

巷公廁及浴室，廣福義祠，東華醫院，贊育醫院，英皇佐治五世紀念公園

遊

戲

內

容

1.	參觀香港醫學博物館

2.	西營盤歷史文化徑/	醫療及衛生發展

3.	活動名稱：史蹟遊蹤

編
號

地點 遊戲名稱 玩法 分
數

1 前西約華人公
立醫局及方便
醫所
西營盤西邊街36A

後座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每題10分）
1. 建築物於何年落成（請提供年份）？
  （答：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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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邊街舊贊育
醫院
西營盤西邊街36A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每題10分）
1. 建築物於何年落成（請提供年份）？
  （答：1922）
2. 正門的對聯寫了甚麼字？（答：好生之 
   謂德，保赤以為懷）
3. 誰題「贊育醫院」四字？（答：陳伯陶）

3 前華人瘋人院
（現美沙酮診
所）
西營盤東邊街
45號

- 歷史問答
- 畫畫題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建築物於何年落成（請提供年份）？ 
  （答：1891）
2. 有多少街牌在建築物的外牆上？ 
  （答:3個）
3. 當時院舍最多可以收容多少人？ 
   A. 16 B. 74 C. 120 （答：A. 16）

畫畫題
1. 畫出不同款式的街牌。 
  （答:有兩種，普通街牌與T字型街牌）

4 前國家醫院護
士宿舍和舊精
神病院
（今社區綜合大
樓）
高街2號

- 你說我畫
- 歷史問答

你說我畫
參加者需選出一位成員成為畫家，而其他成
員則需於限時內向畫家描述畫作內容，畫作
完成度越高，得分越多。每完成一題換第二個
當畫家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門廊的作用?
  （答:通風、避免陽光或雨水直接射進屋內）

5 香港醫學博
物館
（舊病理檢驗所）
上環半山堅巷2號

以訛傳訛 以訛傳訛
參加者須排成一條直線，工作人員會將整段答
案告訴第一名隊員，而隊員需於限時內逐位向
後傳遞訊息，每位限時30秒，由最後一位參加
者將最後答案告訴工作人員以作評分，答案完
整度越高，得分越多。

6 卜公花園
普興坊與居賢坊
交界

歷史大電視 歷史大電視
參加者需選出三位成員為演繹者，其他成員為
猜謎者，兩組相對而列，限時1分30秒內猜中的
題目越多，得分越多。

7 文武廟
上環荷里活道
126號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該廟在何年開始有石獅子？（答：咸豐元
年）
2. 該廟最古老的鐘在何年鑄成？
  （答：道光二十七年）
3. 文帝和武帝的全稱是什麼?
  （答：文昌帝君、關聖帝君）
4. 文帝和武帝手上分別拿著什麼?
  （答：毛筆、長劍）
5. 文武廟建築群由那三幢建築物組成？
  （答：文武廟、列聖宮和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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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磅巷公廁及
浴室
香港西區磅巷及太
平山街交界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政府於何年興建磅巷公廁浴室?  
  （答：1904）
2. 為什麼政府要興建公廁浴室 
  （答：在鼠疫的爆發下，政府得知華人的衛 
   生環境差劣，希望提供洗澡的空間予他們）
3. 在公廁浴室未普及時，居民大多數在什麼 
   地方洗澡? 
  （答：居所的後樓梯或廚房）

9 廣福義祠
（現於百姓廟）

太平山街40號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為什麼早期華人害怕外籍醫生？ 
  （傳聞外籍醫生會挖走孕婦的胎兒/ 傳聞 
   醫生會割掉小孩的眼睛和肝臟去製藥）
2. 廣福義祠除供奉客死異鄉的華人，還會供 
   奉誰？（濟公活佛、十王、地藏王）
3. 廣福義祠為什麼會供奉濟公活佛?
  （答:初時這間濟公廟位於灣仔，後來由於
   改建，於是遷往現址。）
4. 香塔的作用是什麼?（方便不能早晚前來上 
   香的善信作供奉神明之用）

10 東華醫院
上環普仁街12號

- 拼圖
- 歷史問答 

拼圖
將拼圖還原然後尋找圖中的地方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東華醫院於何年正式成立？（答：1870年）
2. 東華醫院奠基石中指的麥大人是誰? 
  （答：香港總督麥當奴）

11 國家醫院舊址
（現贊育醫院）
醫院道30號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國家醫院創立於何年？（答：1848年）
2. 請問國家醫院的第一個院址是在何處？
  （答：皇后大道西）
3. 早期的華人是否大多會選擇到國家醫院求
   醫？為什麼？
  （答：不會。收費昂貴/恐懼外籍醫生）
4. 國家醫院現時變成了哪三幢建築物?
  （答:西營盤賽馬會分科診所、贊育醫院、菲
   臘牙科醫院）

12 英皇佐治五世紀
念公園
（前國家醫院附屬
小院及院長宿舍
舊址）
東邊街與高街
交界

- 拼圖
- 歷史問答

拼圖
將拼圖還原然後尋找圖中的地方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英皇佐治五世於何年逝世？（答：1936）
2. 全港有多少個英皇佐治五世紀念公園？
  （答：香港和九龍，兩個）
3. 圖片比較:九龍與香港的英皇佐治五世紀念 
   公園在建築風格上有什麼分別？ 
  （答：香港採用英式而九龍採用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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