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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研ヽ究意義 研ヽ究方法

研究動機

中讐長久以来一菫以「氣」末解繹疾病的套生 '由於中讐鋏乏ネ田菌學方面的知

識 ,営西方國家的警學理論博至中國時 '便為中警帯末イ艮大衝撃 。1香
港英殖時期 '大

多数華人働然封西警診治的方式十分隠生 '甚至戚到害伯 '以致提侶以西警形式診治

的國家讐院 (Govcmment Civil HOspital)未 籠在華人社會普及 O宣至香港出現雨次議

疫 '港英政府意識到封西方馨撃推廣不足和華人西警的重要性 '於是便在 1896年委任

鍾本初警生措任東華警院 (Tung Wah Hospital)的 「掌院」 (Housc Surgcon)'促 使東

華讐院由原本作為首間為華人提供免費中讐診治服務的警院韓愛為中 西ヽ警兼備 。其

後他透過参興到各種警療措施末推廣西警 '到 1898年成功在東華讐院 (Tung W山

Hospit』 )為前末求診的華人進行首例複雑的外科手術 。那唐営時有邸些讐院為事人提

供診治服務 ?港英政府為甚暦鵬請鍾本初讐生措任東華讐院 (Tung Wtt Hospitd)的

「掌院」 (Housc Surgeon)?鍾 本初警生在這両年間参興了明『些西警診治措施 ?本論文

希望透過杭理並蹄納営時的警療螢展概況 西ヽ警面臨的困境 '以及鍾本初讐生所参興

的西讐診治措施 '以推論 1896年至 1898年間香港英治時期的西警套展特難 。

研究意義

二十世ネ己以後 '讐療史的研究焦難不再止歩於上層的警者和書學理論 '開始邁向

探討下層的参興 '甚至上 下ヽ層的交匿 02012年皮國立更在 《「氣」興「各田菌」的近

代中國警療史――外戚熱病的知識轄型興日常生活》提出「重層警史」 (Multi‐

m“ OnS Of mcdc」 hstory resettch)的視角 '指歴史學者在研究讐療史時可以「孤出書

1皮
國立 (2012):《「氣」興「細菌」的近代中國馨療史一一外戚熱病的知識韓型興日常生活》 '台

北 ,國立中國警葉研究所 '頁 340



者特別的論粘加以論述 '以明一時代的讐学嚢展趨勢」
2。

因此 '是次研究絡以這套理

論作為本匡架 '嘗試以港英政府封鍾本初警生的委任作為討論焦黙 ,杭理為華人提供警

療服務的警院 上ヽ層讐者封中讐診治的看法 '以及鍾本初讐生和下層社會大思如何参

興到営時的西警診治方式 '従而録終内香港英治時期的西警妻展特黙 '以填補讐療史研

究的空自 0

′研究方法

本研究絡以「掃魚内法」嘗試藉由 1894年至 1896年的 《殖民地警官報告》和二手資

料以杭理並掃ム内在港英政府委任鍾本初警生措任東華警院 (Tung Wtt Hospital)的 「掌

院」 (House Surgcon)之前 ,有明

`些

讐院會為華人提供警療服務 港ヽ英政府委任鍾本初

警生的経過和原因 ,更會杭理其中鍾本初警生到任後的西警診治工作和流程 ,並補充

港英政府在 《香港政府憲報》中封中警診治的看法 '従而理解香港英治時期西讐妻展

特難 。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研ヽ究資料

冴先口顧

以往未有歴史學者就港英政府封鍾本初警生的委任作為焦粘末探究香港西讐妻

展 '所以無法列出學術界封此的観難 O現格現有的研究成果列奉如下 :

羅婉爛在 《香港西警螢展史 (1842-19")》 以宏観的角度杭理了 1842至 1990年

間香港英治時期的西警套展情況 '其中提到為華人提供讐療服務的警院的創立背景及

診治資料 。3東
華二院也曽委託数位學者杭理有開其妻展和服務的歴史 '並賛助他個在

讐院的周年紀念出版有開論著 ,其中洗玉儀和劉潤和的 《益善行道――東華二院 135

周年魚己念専題文集》集合了三位學者的論文 :劉潤和以港督委営奴的角度論述了東華

2皮
國立 :《「氣」興「細菌」的近代中國讐療史――外戚熱病的知識轄型興日常生活》 ,頁 280

3羅
婉爛 (2018):《香港西讐套展史 (1842-1990)》 ,香港 :中事書局 (香港 )有限公司 '頁 2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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讐院成立的原因 経ヽ過 '以及営時的社會和政治背景 ;4王恵玲則以西警的角度指出港

英政府的統治政策将洋人興華人匡分管治 '使洋人的優越戚和封中警的偏見加劇 。5地

更以華人和洋人警官的角度探討他個封東華讐院的看法 ,6並提出鍾本初讐生封西警螢

展的貢献 。7而
丁新豹則在 《益興人同一―典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

1997)》 絡東華二院的妻展分為四個階段 '按照他的劃分 '本研究所探討的時期庭於

第二階段―一「苗壮成長」。8他
在討論東華讐院時 ,除了採魚内調査委員會的調査報告

和洋人警官主観的證詞 '更能輔以客観的香港人口数字 東ヽ華警院求診和留讐人数 ヽ

讐師和非警師人数等敷檬末分析東華馨院的管理問題 09

此外 '東華二院更自行出版了 《東華二院一百三十年》 ,並以院方的角度追湖東

華警院的起源和曇展 ,10営中提及東華警院引人西警的縁由和鍾本初警生的身分 。H何

侃然也在 《源興流――東華二院警院的創立興演進》
12、

《破輿立一―東華二院制度的

演愛》
13及

《施興受――従済急到定期服務》
‖
峰東華二院的會議各己録和徴信録彙編成

書籍出版 0李東海則在 《香港東華二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提及東華讐院的由末 ,15再

以香港的居住環境和市民経済水平分析國家警院未能在華人社會普及的原因 。16

4洗
玉儀 劉ヽ潤和 (2∞6):《益善行道一―東華二院 135周年蕉己念専題文集》 ,香港 :三聯書局 (香

港)有限公司 ,頁 24-290

5洗
玉儀 劉ヽ潤和 :《益善行道一―東華二院 135周年盗己念専題文集》 ,頁 36‐370

6洗
玉儀 劉ヽ潤和 :《益善行道――東華二院 135周年ネ己念専題文集》 ,頁 40-41ヽ 52-530

'洗玉儀 劉ヽ潤和 :《益善行道一一東華二院 135周年ネ己念専題文集》 '頁 ω‐610

8丁
新豹 (2010):《 益興人同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 997)》 '香港 :三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 ,頁 6。

9丁
新豹 :《益興人同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1997)》 '頁 102407。

10東
華三院 (20∞):《東華二院一百三十年》 ,香港 :東華二院 ,頁 6-300

11東
華三院 :《東華三院一百三十年》 ,頁 31‐ 36。

12何
侃然 (2009):《源興流――東華二院馨院的創立興演進》 ,香港 :三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 。

13何
侃然 (2010):《破興立一一東華三院制度的演愛》 ,香港 :三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 。

14何
侃然 (2009):《 施興受――従済急到定期服務》 ,香港 :三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 。

15李
東海 (1997):《香港東華二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 ,」L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頁

3‐7。

16李
東海 :《香港東華二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 ,頁 1-20



有見及此 '現時學術界的研究重難大多在於以不同的角度椀理東華讐院的歴史妻

展 ,然而以港英政府封鍾本初讐生的委任作為焦難的研究働虎於空自 '可見這個方向

需要進一歩探討 0

研究資料

現有的研究以不同的視角杭理了東華警院的歴史 ,故是次研究絡以這些成果作為

基礎 ,運用 《殖民地警官報告》和 《香港政府憲報》作為一手史料以分析香港英治時

期的西警套展特難 O

一手史料分別為 1896年和 1897年的 《Thc Hong Kong Govemmcnt Gzcttc》 ヽ《Thc

Colonial slgcon' s Rcpo■ おr1894》 ヽ《Thc Acthg Colonitt SIgcon Rcpo■ おr1895》 ヽ

《Thc Colonial Swgcon's Rcpo■ おr1896》 ヽ《Rcp01l of ic P五ncipal Civil Mcdca1 0fficcr br

1897》 和 《Rcpo■ of thc Principal Civil Medical O五 ccr for 1898》 的政府稽案 。道些史料是

港英政府的讐療報告 ,記録了國家警院 (Govcmmcnt Civil Hospital)和 東華讐院 (Tung

Wtt Hospit温 )的警療措施 求ヽ診和死亡的人数 '以及殖民地警官封中讐診治的主観看

法等資料 ,這些棺案更以殖民地警官的角度記録了鍾本初讐生在東華讐院 (Tung W山

Hospltd)的工作情況 ,是十分珍貴的史料 。然而棺案是按資料的種類末列畢出各所讐

院的饉誉情況 ,所以興東華警院有開的記録分散至不同的頁敷之中 ,需要耗時飾選相

開内容 O此外 '由於鍾本初警生宣轄於港英政府 ,其工作報告均不會呈向東華警院

(Tung Wah Hospital)'以 致東華二院文物館没有保存相開的記録 '所以無法従警院的

角度分析相開自′勺桔案記録以作為本研究的芳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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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進程

第一 '本研究會先借政府槽案和近人論著 ,透過杭理為華人提供警療服務的私誉

西警馨院 公ヽ誉西警讐院及私誉中警警院的背景和服務資料 '以呈現香港英治時期的

讐療妻展概況 。

第二 ,本研究會借近人論著杭理港英政府委任鍾本初警生以華人西警的身分到東

華警院任職的淵源 。由於営時港英政府需要委任人員整理和統計東華讐院的死亡人士

敷檬 '計劃委任接受了西警警學培訓的華人末措任這個職位以便進行語言溝通 '所以

接着除了借用近人論著以外 ,還會借政府桔案以嘗試間繹港英政府需要委任華人西讐

的原因 '従而呈現香港英治時期西讐面臨的困境 。

第二 ,本研究會借政府棺案杭理鍾本初警生在 1897年和 1898年在東華警院所参興

的警療診治工作和殖民地警官封中警的看法 ,従而呈現上層的殖民地讐官 鍾ヽ本初警

生和下層的華人大意如何理解並参興香港英治時期的西讐警療服務 。

預期研究成果典貫厭

完成本研究後 '期望能應用「重層書史」理論以杭理和掃ム内上 下ヽ層如何参興到

香港英治時期警療套展並論述雨者如何交匿 '以呈現営時的西警讐學妻展特黙 '従而

填補香港西讐書療史研究的空白。



第二章 香港英治時期書療曇展概況

第一節 為華人提供書療服務的私替西書書院書療概況

1838年 '美國博教士伯駕 (Pcぼ Pttkcr)成立了「在華警察偉教會」 (Mcdical

Missionalγ Socicw of Chna)'旨在推動各國教會的警務停教士末華博教和開辮警院 。

在 1843年 6月 1日 ,博道會讐院 (Medical Missiontty Socicty's Hospital)在湾仔摩利臣

山開設 ,為華人提供免費的診治「1受務 ,前往求診的患者多患有眼疾 ,後末該院因為財

政和停教士私人執業等問題而開閉 。17同
年 (1843年 )'波斯商人 Hcccjebhoy Rustomμ

開辮了海員讐院 (Seamen's Hospit滅 ),主要服務海員 港ヽ英政府的公務員 警ヽ員 '以

及経由殖民地警官或警員韓介末求診的居港英國人 '然而該院在 1873年因為財政困難

而開閉 '其後被海軍部収購並改建成皇家海軍警院 (Royal N劉 温Hospi皿 )。
18

到了 1887年 '雅麗氏利済警院 (Ahcc Memo五 al Hospital)在 倫敦博道會和何駁的

支持下落成 ,旨在為華人提供免費的西讐診治服務 ,並向華人推廣西警診治 。19由
於違

所讐院位於華人主要素居的地匠一―太平山匝 ,方便華人前往求診 。20及
後 '在 1893

年 9月 5日 '那打素警院 (Ncthcrsolc Hospid)於 戴篠斯的捐款及倫敦博教會捐出土地

的條件下在般咸道落成 ,主要為兒童和華人婦女提供警療服務 。21

第二節 為華人提供書療服務的公替西書薔院書療概況

除了上述的私誉西警警院 '港英政府更設立了公誉的西警讐院 ,這所讐院名為

「國家書院」 (Govcmmcnt Civil Hospital)。

在 1847年 ,殖民地警官馬橙遜 (Robe■ Momson)提侶興建一所讐療設備齊全且葉

物供應充足的警院 ,並由港英政府直接管理 ,以減少並降底患病人数及爆妻停染病的

'頁 23‐ 24。

,頁 25‐280
,頁 65。

,頁 76。

,頁 76。

《香港西書套展史 (1842-1990)》

《香港西警螢展史 (1842-1990)》

《香港西警套展史 (1842-19")》
《香港西馨螢展史 (1842-1990)》

《香港西讐螢展史 (1842-1990)》

9

17羅
婉爛 :

18羅
婉嫡 :

19羅
婉嫡 :

20羅
婉嫡 :

21羅
婉爛 :



機率 '尤其在毎年較多人患病的月分能為警員及公務員等人士提供西警診治 。22至
1850

年 ,英國政府オ批准港英政府成立這所警院 ,23只是警院的開支須由港英政府自行支付

或可依葬私人拐款末維持讐院的開支 ,英國方面不會提供資金援助 。24該
院最初只為公

務員 警ヽ員等人士提供西警的診治服務 '後末為洋人和華人設立了収費病房 '毎天牧

取五角至一元的住院費 。25

根擦 1894年至 1896年的 《殖民地讐官報告》 '営時警院的人住人士大致可分為六

類 ,分別為警員 (Policc)ヽ 貿易局 (Bottd of Trade)ヽ 自行微付警療費用 (hvate

paying Padcnts)ヽ 公務員 (Govcmmcnt Sclγ ttts)ヽ 警署案件 (PoLcc Cascs)和窮困人士

(Dcsittes)(見 え―)0

22丁
新豹 :《善興人同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 1997)》

23羅
婉爛 《香港西讐螢展史 (1842-1990)》 ,頁 28‐ 29。

24羅
婉爛 《香港西讐螢展史 (1842-1990)》 ,頁

“

。
2.丁

新豹 :《 善興人同一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 1997)》

,頁 37。

,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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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一、国家警院 (Govcrnmcnt civil HOspitd)的 入住個乗 (1894-1896年 )

資=オ十未 源、:《Thc Coloniα l surgcon's Rcport for 1894》 26、  《Thc Acting C010niα l SurgcOn

Report for 1895)) 274u 
<<The Coionicl surgeon's Report fbr 1g96)) 28

第二節 為華人提供書療服務的私替中臀書院書療概況

1869年 '署理徳登記官李思達 (A■ed Listcr)在巡査廣福義詞時 '螢現義洞内裏

的衛生環境悪劣 ,也有彼多正在等待死亡的華人以及没有生命表徴的屍燈 '没有任何

警療人員在該虎護理他個 '於是李思達 (Alhd Listcr)絡 此事報導予大思並引起了輿

論的開注 。29

26 Govcrnmc■
Civll HOspi皿 (1896).fttθ (b′θ

"y〃
∫〃噸θ

"'sA″
θにゎ ,・ ″94415,

httpS:〃SunZ.lib.hku.hk/hkgro/vicwた 1897/1550,pdf
27 Govemmcnt Ci宙

l HOゎ it」 (1894).fttθ (Jb′θ堕〃∫〃昭θθ
"'∫

R(7フ
"ヵ

r″ガ,475,

httpS:〃Sutti.lb.hku.hk鳳【yo/vlew/s1895/1458.メ f

28 Govcl■
lmcnt Civil HOspital(1895).乃 θスθ″

"g(3bノ

θttν S″噸θθ
"R″

り″′br′∬勇274,

httpS:〃SunZi.五b.hku.hk/hkgro/vlcw/s1896/1506.pdf

2つ

丁新豹 :《善興人同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 997)》 ,頁 24。

1894_午 1895_午 1896年

505 466 588

貿易局 100 129 87

自行徴付警療費用 491 498 631

公務 員 168 203 269

272 319 244

427 668 778

11

入住人士類別

晉員

警署策件

窮困人士



1869年 5月 ,港督委営労為了安宣一般患者 瀕ヽ臨死亡的患者 '以及華人的屍燈

向布政司提出了建議 ,並在翌年 (1870年 )立法興建了一所由華人負責開支的中馨磐

院 ,30讐院的主要服務封象是貧窮的華人薬確 。31最
終冬在 1872年 2月 14日 '東華警院

(Tung Wah Hospital)正 式駁用 ,32由 中讐師負責診治並以中葉進行治療 。33

雖然東華讐院 (Tung Wah Hospital)的 死亡人数十分多 '但是部分死者在人院之前

己在瀕臨死亡的状態 。根檬 《1894年殖民地警官報告》 (《 Thc Colo五al surgcon's

Rcpo■ for 1894》 )'該院的中警師在 1894年治療了2354人 ,有 1092人死亡 ,其中有

466人死於人院後的二十四小時内 。34在
《1895年代理殖民地警官報告》 (《Thc Acing

Colonial Surgcon Rcpo■ for 1895》 )'東華警院 (Tung Wtt Hospital)在 1895年有 2732

人前末求診 ,有 1210人死亡 ,在死亡人士之中有 494人死於人院後的四十八小時内 。35

在 《1896年殖民地警官報告》 (《 TR Colonial surgcon's Rcpoll for 1896》 )'該院在

1896年治療了2041人 '其中有 258人在人院時已笙是瀕死状態 '死亡人数共有 792

人 。36(几泉二)

30丁
新豹 :《善興人同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31丁
新豹 :《善興人同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32丁
新豹 :《善興人同一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33丁
新豹 :《善輿人同一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347乃
θ εθゎ四レノs〃噸θθ

"'sR″
θ
"力

rノ

`り

41894,p.505.

35乃
θИε″

"g(lb`θ

留〃s〃昭θθ
"R`μ

,"ヵFノク,1895,p.276.

36乃
θ6θ」θ

""′
sグリθθ

"′

∫Rの(9"ヵFゴθり41896,p.417.

(1879‐ 1997

(1879‐1"7
(1879‐ 1997

(1879-1997

≫

≫

≫

ヽ

′

う
４
　
う
ι
　
う
４
　
２

，

頁

頁

頁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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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二、東幸番院 (Tung Wah HOSpitαl)的 入住佃案 (1894-1896)

子暑ォキ減こ源 :《Thc Co10niαl surgcOn's Rcport br 1894》 、 《Thc Acting Coloniα l Surgcon

Report for 1895)) f,r <<The Coloniol surgeon's Report for 1896))

第四節 小結

由此可見 ,由於西方讐學知識在華博播 '博教士降遠些知識帯到香港並陸績建立

了多所讐院 '只是遠些私誉的西警讐院大多都遇上財政困難而被迫開閉 。至 1896年 ,

能為華人提供西讐讐療服務的讐院主要包括雅麗氏利済讐院 (Alicc Mcmottal

Hospit滅 )ヽ 那打素讐院 (Ncthcrsolc Hospit」 )以及由港英政府設立的公誉西讐讐院――

國家警院 (Govemmc■ Civil Hospital)'華人也可到私誉的中警讐院一―東華警院

(Tung Wtt Hospid)接受中警診治 0

2354 1092 466

2732 1210 453

2041 792 25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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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香港英治時期西書面臨的困境

第一節 港英政府委任鍾本初書生至東華書院的淵源

1841年 '英國在香港建立了港英政府 ,封公共衛生和警療設施採取「少千預」和

「低投資」的策略末管治 '故封華人和洋人分開管治並形成雨種不同的生活文化 O洋

人大多居住於港島半山至山頂 ,生活富裕 ,多為公務員或軍人等人士 :華人則大多居

住於中匡至堅尼地城 ,住在擁済的唐棲 ,多為負責燈力労動或商販等工作 。37

1896年諷疫再次爆妻之後 '殖民地警官労信讐生 (Jamcs Lowson)和文堅信讐生

(Atkinson Dr J.M.)先 後批評東華讐院在警療 環ヽ境和管理上的不営 '於是徳督羅便

臣 (William Robinson)便 在 1896年 2月 5日成立了五人調査委員會末封東華讐院

(Tung Wah Hospital)進 行査察和評倍 ,38探査院方在鼠疫事件中所採取的讐療措施是

否符合其興辮宗旨 '以及其角色能否被其他圏燈取代 。39在
同年的九月 (1896年 ),五

人調査委員會完成了 《調査東華警院委員會報告書》並指出東華警院 (Tung Wah

Hospital)為華人提供他個較為熟悉的中警診治服務 ,有著鼓働他個前往讐院求診的作

用 ,且能為下層華人中不願意接受西警診治的貧困人士提供中讐診治服務的選項以免

他個選澤病死家中 ,所以認為東華警院不應被康除 。40最
終在 1896年 12月 29日 ,徳督

羅便臣 (W血am Robhson)向新一層東華的董士局宣布了遣倫報告書並提出了三項改

善建議 '其中一項便是委任一位華人西警到東華警院 (Tung Wtt Hospital)措 任「掌

院」 (Housc surgcon),41常駐在東華警院 (Tung Wtt Hospital)以 考證並涯報警院中的

死者資料及診断死因 ,42並需接受末自雅麗氏利済警院 (Alicc Mcmottal Hospital)的外

科書官渾臣警生 (Dr.John C Thomson)毎 天的巡視 。43

37丁
新豹 :《善興人同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1997

38丁
新豹 :《善興人同一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1997

39東
華三院 :《東華二院一百三十年》 '頁 33-34。

40東
華二院 :《東華三院一百三十年》 '頁 33-34。

41丁
新豹 :《善興人同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1997

“丁新豹 :《善興人同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1997
43-「

新豹 :《善興人同一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 1997

,頁 36-370
,頁 102■03。

'頁 1080

'頁 102‐ 103。

'頁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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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港英政府需要委任華人西書的原因

上文提到有一位華人西警被委任至到東華警院措任「掌院」 (Housc Swgcon)'這

位華人西讐便是鍾本初警生 O営時 ,由於港英政府為了有敷的預防和診治疫症 '他個

認為有必要整理及統計東華警院的死亡人士敷嫁 ,然而他個認為中讐師無法提供準確

的死亡資料 '所以他個需要一位曽笙接受西書讐學訓練的警師末完成這項工作 ,並由

港英政府直接委聘和支付薪金 O“

港英政府認為 ,委聘封象除了需要是一位曽窓接受西讐警學訓鰊的警師 ,也需要

是以華人的身分末完成這項工作 O港英政府認為國家警院 (Govcmmcnt Ci宙 l Hospital)

未能完全取代中警警院的原因在於其院中的警生均為洋人 '由於他個不憧廣東話 ,所

以無法就著患者的病況興之溝通 ,在 1896年的 《香港政府憲報》 (Thc Hong Kong

Govcmmcnt Gazcic)也 有著相開的記述 :「 有人抱怨警院的工作人員不`1蓋 英語,喬ユ

會読英語。」
45可

見國家警院 (Govcmment Civil Hospital)的 華人病患興洋人西讐有著語

吉溝通的困難 '因此港英政府決定委任華人西警 。

華人西警一方面需要曽接受西警警學的訓鰊以整理並提供準確的死亡人士敷檬 ,

男一方面需要能以廣東話興華人溝通以便向他個解繹病況 。営時 ,鍾本初警生 (又名

鍾景裕 Cヽhung Kng Uc)曽接受過西警 外ヽ科和助産士的培訓 ,46於是便十分符合港英

政府封於華人讐師的要求 ,並被委任至東華警院措任「掌院」 (Housc Surron)一 職 0

47他
畢業於香港西讐書院 (Mcdical Collcge)和就讀天津北洋警學堂 (Dわlomatc of the

Viccroy's Mcdical Collcgc,Tientsh),48可見他曽接受西警警學的訓練 。他更到天津市西

讐院 (Wcstcm Mcdicinc at Ticntsin)接 受西讐培訓 '其後又在雅麗氏利済警院 (Alicc

“ Colomd Secrctary(1896).fttθ ノカ
"gK,"g 

θθИθ留別
"′

(物zθ舵,1152,

httpsittunzi.五b.him.はムkgro/vlcw/g1896/“ 0711,pJ

`7乃θ鼠9"yKb"g aθ %θ踵堕
“

′ε
“
θ″θ,1896,p.1152.

4も

東華二院 (20∞ ):《東華二院一百三十年》 ,頁 340
47東

華二院 (20∞ ):《東華二院一百三十年》 '頁 340
48乃

θ(勁

`θ

堕シノ∫′F‐"'sR口
9"/わrf瀕41896,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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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onal Hospital)措任了八年的外科警生 ,49可見他也有著豊富的西讐診治経験 。於是

在 1897年 1月 1日 ,鍾本初讐生被任命到東華警院任職 ,並以西警的診治方式為華人

患者進行警療I]風務 。50

第二節 小結

由此可見 '在香港英治時期 ,香港的西讐面臨著中警師封西警馨學知識的不熟悉

及興華人病患的語吉溝通困難 ,港英政府為了統計以中讐為診断方式的東華馨院

(Tung Wtt Hospital)的 死亡人士数擦以預防疫症的大規模爆会 ,決定委任具有西讐讐

學知識的華人西讐鍾本初讐生到東華讐院 (Tung Wぬ Hospital)措任「掌院」 (Housc

Surgeon)的工作 0

.9 Govemment Civil Hospit滅
(1897).7乃θ脅力α炒〃α燿ノ』を1滅ι2ノ θ断″r'sR″θ

"力
rノθフz379,

htps://sunzi.lb.hlm.hldlkgro/vicw/s1898/1585.pdf

5():乃
θ(:b′θ

"ァ

ンゴ∫〃磐θθ
"'∫

′〔タフ
"力

rノθワ41896,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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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鍾本初書生在東華書院参奥的西書診治工作

第一節 東華書院患者分流方法

東華警院 (Tung Wtt Hospital)営 時劃分了中讐病房和西警病房 '前末申請人院的

患者大多是工匠階層 (A五stt class)的 貧窮人士 ,例如苦力 (Coolics)。
51営

這些患者

前末東華警院 (Tung Wah Hospim)求診時 ,工頭 (He灘 coolic)首先會詢間他個偏好

選澤中警診治還是西警診治 ,然後會封他個解繹西警病房的診治服務是由華人西警鍾

本初警生末進行診治 。52及
後 '他個可自由決定接受中警還是西警的診治方式 '或由陪

同前末的朋友代為扶拝 。53

営他fi選澤了診治方式後 '他個便會被安排到接待病房 (Rccciving Ward)先由鍾

本初馨生為毎一位患者進行検査和診断 ,54梢若患者是戚染了有博染病 由ヽ警員帯末 ヽ

面臨著生命危険或需要裁肢的患者 ,鍾本初讐生便會立即介入並著他個必須経由西警

診治 '他個不能選揮中警的診治方式 ;55若患者経由鍾本初讐生検査後證賞不是上述的

情況 ,則按照患者早前的選揮由相應的讐生末進行診治 。56在
患者進行註冊之前 ,導臣

警生 (Dr.Jom C Thomson)會前末再次肯定或修改鍾本初警生的判断 ,並移送患者至

合適的病房 。57例
如 '若患者患有敗血症 (S∞ticac血a)或丹毒 (Ewsipclas)'他個便

會被移送至高芳小病房 (Ko Fong small wttds)而非普通病房 (Gencrd wttds)058

51動
θ乃ヵαレノα″彪効ιガθttδ″'∫ ρ″θ

"力
Fノ″ Z1897,p.379.

52動
θttαノ θ燿′』勧 ″ θttθF'sttαィカ祀 1897,p.408.

53 GOvemnm Civil Hospital(1898).R(″
θ√励θ″

"α

ノ α〃y“∂虜″ θ伽 ・力 朋́ ,458,

https://sunzi.hb.hku.hk/hkgro/vicw/g1898/633889.pdf

54動
θ乃ヵα炒〃αガ」′を|″ι〃αttθF'sRのαチ/ン .ゴ″Z1897,p.408.

55R“
θ
"θ

fttθ ′由αノ αレ〃
“
θ励″ θ断

`″
ヵF″%.1898,p.458.

56〃
乃θ乃,"α

"が

θレ〃ノぅねヵι〃θ断″r'∫ ′,9"ヵFノ″Z1897,p.408.

57勤
θ脅ヵα炒′ノθヵプ」を1励ι2′ θ噺

“

F'∫ Rη,″力rノ∂フZ1897,p.408.

58乃
θ■7bαノ αガ』勧 ι′′θ断″

′
∫′て″ ヵFノ″Z1897,p.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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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鍾本初書生封診治和死亡情況的記録以及螢螢死亡證明

営時港英政府認為中警欽乏人鎧解剖和魚田菌學的相開知識會無法準確地判断死者

的死因 '所以不允許中警師末寮螢死亡證 0

根擦 《1897年殖民地警官報告》 (《 Thc P五ncipd Civil Mcdica1 0ttccr's Rcpoi for

1897》 ),報告中引述了一段由在海軍讐院和艦隊措任槍査員的洋人西警所著的 《中

國警學筆記》 (《 Medical Notes on Chna》 )的内容 :

タト科手術 ,従病房的角度来看 ,在 ヤ国人え間え不存在的。可能得出的結

論 ,漫有観察,他個封解
=1學

一蕪所奔。他個目え並支絆四度的骨折 ,ケ表

普通馬締鍼 ;化個在減少簡単的腕位方面取得 了一定程度的戌功 ;仁え任何

需要結構弁誡的束西,或機械動力的た好應用,え化個蕪法逹到的。
59

這段叙述反映 '在違位洋人西警的眼中 '中警師只能虎理脱臼較為軽微的情況 ,若是

遇到較為厳重的脱臼 '他個會囚為没有解剖學的知識而無法妥善治療患者 0此外 '適

位洋人西書更提到 :

化個近過腺丼未理解氣。営一位詈學先贅被姜水向作者宣告時 ,化器化的手

指及准封方的手腕上 ,化在客視旅格時似子准進行深入的思考,過 了一會兒

え後 ,化イた巖菫地読 ,精神上的因素催 了主導地位。
60

西警認為人個患病的原因是受到細菌的戚染 '然而在上述引文中 '遠位洋人西警看到

中警師在為診断患者患病的主囚而診脈時 '以「氣」和内心鬱結末解繹病因 '這反映

中警没有ネ田菌學方面的知識 '以致中警師在進行警療診断時未能運用相開知識作出合

理解繹 O正因洋人認為中磐訣乏封人燈解剖和細菌學的相閥知識 '於是港英政府便不

絡纂螢死亡證的権力給予東華警院 (Tung Wtt Hospital)的 中警師 O

5'動
認 2"α″ α″』をi励″ θ滑行

′
sRη,〃力F‐ ノ啄 1897,p.379.

“乃θ」砕71レεノ σ″ノ′′を1山ガθttθF′ sR″θイル ″ Z1897,p.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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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違安排一宣持額至 1897年 '待港英政府所委任的具備西警讐學知識的華人西警

鍾本初警生正式到東華警院 (Tung Wah Hospital)工 作後 '該院オ能提供死亡證的策妻

且能提供「借強」服務 ,母須再絡死者的屍燈送往政府残房探査死因 。61

鍾本初警生也會為東華讐院的患者撰篤徳登記簿 (General Rcgistcr):若 患者在東

華讐院不幸逝世 '或者在被帯往警院時己饉死亡 ,鍾本初警生更會撰篤死亡記録

(Rcgistcr of Cascs broughtinto thc Momary ttcmy Dc灘 )。 前者會魚己録患者的姓名 地ヽ

址 年ヽ齢 性ヽ別 疾ヽ病 人ヽ院日期和時間 出ヽ院日期 住ヽ院夭敷 職ヽ業和診治ネ吉果 ;

後者除了盗己録姓名 年ヽ齢 性ヽ別 職ヽ業之外 ,還會蕉己録在未進行屍槍之前初歩診断的

死亡原因 ,以及経過験屍後所確認的死亡原因 。62

在鍾本初讐生進行記録的過程中 ,個若妻現患有博染病的個案 '他會降患者的情

況和住址立即透過電話聯繋中央警察局 (Cen廿滅Policc St灘 on)和衛生署讐務主任 (thc

Mcdical O五ccr of Hcalth)'随後通知衛生委員會秘書 (thc Sccrctaw ofthc Sanitty

Board),並在毎天将死亡報告寄給徳書記官 (The Regis廿証一Gcncral'sO五ce)。
63

由於鍾本初警生符合寮妻死亡證的條件 ,一旦患者在東華警院死亡 '他需要槍査

屍燈並半」断死因 。例如 '華人若在接受中警診治後死亡 ,家人可絡其屍燈送往東華讐

院的強房接受槍査以獲得鍾本初讐生纂妻的死亡證明 。這時 '死者的朋友會被要求留

下興鍾本初警生會面以聞述死者生前的症状以及死亡的過程 '再由揮臣警生 (Dr.Jom

C Thomson)進一歩詢問死因 0“

第三節 鍾本初書生為華人進行外科手術

営時有部分華人封西讐的外科手術戚到十分

`百

生和害′
}自

0洗玉儀和劉潤和在 《益

善行道――東華二院 135周年記念専題文集》也提到 :「 幸人権絶二西警院,典十一

61東
華二院 :《東華二院一百三十年》 '頁 340

62ぃ
′
"α

ノ α4ノノ|を〕鰯 θ伽 '́sttα
`創

豚 ,1897,p.409.
63乃

θ乃ヵα炒2ノ θヵノ′陸〕″ιガθレ筋θθr'sPのθ
"力

rノβフス1897,p.409.

“ 7:みθ乃7"εゎがこ}z″ Mθttaガ θ

“

|″夕
sメkγχνイル ′″Z1897,p.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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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源困え争 }台 被
=1腹

験尻わ波勿割度饉、器宦・・…・」“可見他個或封西讐的外科手術有

著這様印象 :西讐馨生會藉著外科手術封他個造成永久性的肢證傷害 0

在港英政府的棺案中 ,也有提及華人民凧 甚ヽ至是中警師也不太了解西警外科手

術的情況 。在 1897年的 《香港政府憲報》 (The Hong Kong Govemmcnt Gazctc),

Tbmas Sercombe S血血提到 :

就我個所了解的培ウll喬 言,追些ヤ警師漫有接受過任何培訓 ,ス え后警;化

個不伍装不憧得タト科手術的弁誡 ,貸際上 ,警院没有タト科手術器材え類的束

蒟;化佃的萬能柔可違免所有的外科創傷和疾病 ,這え不可逹免的問題。 化

個従不使用象ケ。
66

従這段叙述中可見 ,港英政府認為営時的中讐師因為没有征歴過有系統的讐學培訓 '

所以外科手術的知識一藪不通 '在行警時也不
′
腫得使用外科手術器材和氣傍

(Cmorof∞n)。 而在 《1897年殖民地書官報告》 (《 Thc Principal Civil Mcdical

O饉cer's Rcpo■ for 1897》 ),殖民地讐官支堅倍 (J.M.Atkinson)也有著相近的叙

違 :

菅我在 1895年 向恙右膀洸機張症的痛普恙者演示子ス管的使用時,化佃浩浩

白喜地笑,似子イた高奥 ,仁化個似子漫有想到這檬的分誡會有用。同様 ,化

個似子イR高奥在氣ケ下減少了腕台。
67

従遠段叙違可見 ,営中的華人似乎是初次認識西警為治療膀眺振張症 (Distcnsion of the

bladdcr)而使用的導尿管(Cathc樹)和気傍 (Chlorob「m)。 有見及此 '這雨段叙述反映

6S丁
新豹 :《善興人同一―興香港人同歩成長的東華二院 (1879‐ 1997)》

“Colonid Sc∝ t町 (1897).動θ〃θ
"g此

l噌 働 ηη盟
"′

εttθ″,951,

https!〃sunzi.lib.hku.hkllkgro/vieu′ /g1898/633889.pdf
677乃

θ■.ヵαショノα4′Л′ク滋むガθttιθF′ ∫R卿,"ヵr.″りZ1897,p.380.

, ア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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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政府眼中的華人民思及中警師均封西警外科手術的用具和麻酔薬物戚到十分随

君r。

在 1898年 ,鍾本初警生成功為選揮前往東華警院求診的華人進行了外科手術 '使

更多的華人接燭外科手術的過程以及使用麻酔葉物 。在鍾本初警生被委任為東華讐院

的「掌院」 (Housc Surgcon)之後 '他曽透過進行小型的外科手術以獲得手術経験 ,接

著在 1898年的下半年 ,鍾本初警生為華人進行了複雑的外科手術 。68

根檬 《1898年殖民地讐官報告》 (《 Rcpo■ of ttc pnncipal civil mcdical omccr for

1898》 )'鍾本初警生在 1898年曽為華人進行大腿裁肢 (Ampumion ttough thc

血gh)ヽ 膀肌微結石的外側取石術 (Latcrd mhotomy for Vcsical Calculus)ヽ 減少饒開

節脱位 (Rcduc■ on of Disloc“on of Hip Joint)ヽ 去除下頷壊死 (Rcmoval of Necrosis of

LowcrJaw)ヽ 自内障手術 (Opcrations for Cataract)ヽ 内窺鏡手術 (Entropion)ヽ 翼状

衡肉手術 (Ptcwglum)ヽ 肛門康管手術 (Fistula in Ano)和嚢腫手術 (Cysts)(見 友

二)。
69這

些手術是由措任雅麗氏利済讐院 (Alicc Mcmorid Hospital)内 科讐生及麻酔

師 Wan Tun Mo的協助下完成 '亦是東華警院首次引人気傍 (Chlorofom)末進行全身

麻酔的手術 0手術後 '所有患者情況良好 '没有死亡個案 。70

68′

`η
θ
"θ

√肋θρ〃
"fゎ

リノ″ップ〃θ
"ι

′ノθ断″r力rゴβフg,1897,p.460.

°
′αα′θ√肋θρ〃″αレノαシ77″θ

"ι

ガθ″スθび力r"7,1897,p.460.
70R算

″θF″θ〃7"αノ ″燿′
“
ad″θβ′θ〃タ ノ認 ,1897,p.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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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東幸警院 (Tung Wαh HOSpital)的 タト科手術個乗 (1898年 )

資料未源:《RcpOrt Of thc principal civil mcdica1 0“ ccrお r1898》

第四節 小結

由此可見 ,在患者前往東華警院 (Tung Wtt Hosphl)求診時 ,患者可自由決定接

受中警選是西警診治 ,一旦他個被嚢現患有俸染病或有著其他的特殊情況 ,鍾本初讐

生便會在接待病房 (Rccciving Wttd)直接介人他個的選澤 0此外 ,鍾本初警生也會為

患者撰篤徳登記簿 (Gcncral Rcgistcr)或死亡盗己録 (Rcgistcr of Cascs brought into thc

Momav ttcady De灘 )'並會毎天格死亡報告上呈 O営時洋人因為中警師没有人燈解

剖和ネ田菌學的知識 '封西讐的警學知識有著優越 '只允許西警末篠妻死亡證明 。鍾本

初警生更在 1898年興他院的警師合作引人気傍 (CЫorofom)末為使前往東華警院求

診的華人進行複雑的外科手術 ,使没有選揮前往西警警院的華人也能接燭西警的外科

手術和麻酔薬物 O

3膀脱微結妬的タト側取妬術

減少腕開節腕位

去除下頷家死

白内障手術

22

人腿裁皮

内窺鏡手術、翼状弩内手術、肛門度管手術和嚢腫手術



第五章 鑢結論

第一節 香港英治時期西書螢展

徳括而吉 ,英治時期的香港有著多所西警警院供華人接受西警診治 '雖然営時只

有一所私誉的中讐讐院――東華警院 (Tung Wtt Hospital)'但 是官能鼓働一些害伯西

警診治的華人在患病期間積極前往求診 ,所以即使西警診治逐漸在華人社會推廣及普

及 ,働然無法完全取代中讐診治 O

営時的洋人一方邊相信透過華人西讐的華人身分及西警警學知識能解決以往華人

興洋人西警的語吉溝通問題 '一方邊又認為華人中警没有為患者準確地診断疾病的能

力 '可見他個認為西讐的警學知識しヒ中讐更加優越 。

随著鍾本初讐生為患者撲篤徳登記簿 (Gcncrd Rcgistcr)或死亡記録 ,以及為前往

東華讐院求警的華人進行複雑的外科手術 '能促使更多的選澤前往東華讐院求診的華

人接鯛到西警的診治方式 '相信能促使更多不願前往西警警院的華人逐漸信任並選澤

接受西讐診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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