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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管理局於 1990年成立前，本地的醫院服務分別由政府醫

院、補助醫院和私家醫院提供。東華三院轄下共有五間醫院，分別是

東華醫院、廣華醫院、東華東院、東華三院黃大仙護養院及東華三院

馮堯敬療養院，是補助醫院的最大持份者。其中位於九龍油麻地的廣

華醫院，於 1911年 8月根據《東華醫院擴充法規》成立，是九龍半

島首間醫院。至於「東華三院」這個名字，是 1929年東華東院成立

後，政府和東華醫院決定三間醫院由一個董事局統一管理，在 1930

年立法、1931年開始使用的。

廣華醫院成立後不久，病人數目日增，醫院內為數極少的護理

人員已不能應付繁重的工作，廣華遂於 1922年率先招聘女看護生於

病房內協助照顧病人及學習護理知識。1927年東華醫院和 1929年東

華東院相繼開辦護士課程，培訓護士的數目和質素日漸提升，為東華

及本地醫療服務提供一定護理人手。往後數十個寒暑，三間醫院從各

自訓練護士至 1960年代初合併於廣華醫院護士學校統一訓練。最終

護校因配合政府政策而於 2002年停辦，完成歷史任務。隨着本地護

士邁向更專業化，東華屬下醫院以培訓新入職的學位護士踏進另一個

階段，廣華醫院中央護理部肩負護理教育的責任，統籌學位護士生臨

床實習安排、主管助產士培訓及在職護士持續進修。

廣華醫院由一百年前開始訓練護士，培育了近萬名男女護士及

助產士，他們對東華三院及香港的醫療服務貢獻良多。為了重溯這段

護理教育歷史，東華三院於 2021年委託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黃文江

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就廣華醫院護理教育發展史展開研究，除了梳理

不同的歷史檔案及資料，更邀請了 24位廣華醫院的護理人員，包括

護士學校畢業生、護校校長和老師、護理總經理和部門運作經理及各

專科護士，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探討廣華護理教育於香港醫療發展的

重要性、護士角色的轉變及透過他們的工作經歷反映香港社會發展的

不同面貌。這項研究計劃的成果不但豐富了東華在護理教育及醫療發

展的歷史，對研究香港公共衛生及社會演變更有莫大意義。為此，我

們把是次研究計劃的成果結集成《提燈者言：廣華醫院護理教育歷史》

一書與公眾分享。

歷史教育重視承傳，我們感謝研究團隊特別安排 10位浸會大學

歷史系的學生以及邀請協恩中學和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的學生一同參

與口述歷史訪談，學習訪問技巧及協助整理文稿，令計劃更添意義。

同學們的所感所思，記於本書的第八章「記錄者心聲：生命的禮讚」。

因時間及資料所限，是項計劃研究範圍集中於 1990年醫院管理局成

立前，希望有助將來更多專家學者研究香港醫療史。最後感謝香港中

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此書，為香港護理發展史提供重要的

參考資料。

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委員會 2022/2023

2022年 11月

Foreword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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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醫療使命，

受訓護士乃祝福人世間重要的一員，

其地位與良醫和善牧並列，當仁不遜。1

—奧斯勒（William Osler）

護士鼻祖南丁格蘭捨己為人之服務精神， 

其美德傳播千古，

諸生畢業後，入醫藥界從事於社會服務， 

當為病者之保姆，

本捨己為人之精神，追隨南丁格蘭之偉大人格， 

克盡人類天職，

毋負數年來各位師長與本三院培植人材之用心與期望。2

—己丑（1949）年東華三院主席 周湛光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被譽為「現代醫學之父」的奧斯勒醫生充

分肯定受訓護士的貢獻。近代護士的專業發展以南丁格爾（Florence 

1� 原句：The�trained�nurse�has�become�one�of�the�great�blessings�to�humanity,�taking�a�
place�beside�the�physician�and�the�priest,�and�not�inferior�to�either�in�her�mission.�詳
見William�Osler,�Aequanimitas:�With�other�Addresses�to�Medical�Students,�Nurses�and�
Practitioners�of�Medicine�2nd�edition.�(Philadelphia:�P.�Blakiston’s�Son�&�Co.,�1910),�p.163.

2� 周湛光〈三院護士畢業典禮致詞〉，《東華月刊》3卷 9期�(1950年 10月 )，頁 4。

Nightingale, 1820-1910）為奠基人，其「提燈者」形象深得人心。

1860 年代起，歐美多地受南丁格爾的啟蒙，紛紛建立護士教育制

度，提升護理專業水平。對於在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

1856）中受傷的官兵，南丁格爾的睿智和勇氣，仿似是照亮黑夜的明

月。當時，她帶領 38 位女士，在土耳其斯庫台（Scutari）的四所臨

時軍人醫院服務。她在資源匱乏下創造條件，治療和安慰院內的傷

兵。1855 年 2 月，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刊出報道，以手提

「午夜燭光」（midnight vigils）的形象，描繪她在晚上巡察病房的情

況。同月，《倫敦新聞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登她提燈照

料傷患的黑白版畫，此圖像隨即引起各界迴響。除了啟發更多以「提

燈女士」（The Lady with a Lamp）為主題的藝術作品，她更成為英國

家喻戶曉的護士代表人。

南丁格爾的影響深遠，她關注軍隊的健康。她以軍人醫院的日

常數據為理據，進言英國陸軍部（War Office）改善軍隊的衛生條件。

1856 年 2 月，戰爭結束，她返國休養。及後，她繼續以統計工具，

參與研究和推動英國的衛生改革。1858 年，她成為皇家統計學會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首名女性會員。此外，她接納衛生改革推

手之一的查維克（Edwin Chadwick, 1800-1890）建議，以淺易的語文

寫成《護理劄記》（Notes on Nursing: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

該書在 1859 年出版，短短兩個月內在英國售出 15,000 本；旋即於美

國出版，同亦廣受注意。不及兩年，美國發生內戰，軍事醫院的營運

Preface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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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者紛紛向她取經。往後的一二十年，她分別在英、美兩地推動

護士專業訓練的發展。此外，她多年來關注英國派駐印度的士兵及軍

人醫院的衛生條件，改革當地軍人醫院匯報病者數據的方式，有效了

解及研究改善醫院管理以至社區的公共衛生。3 

說到香港，廣華醫院的護士訓練課程發揮了承先啟後的作用，

兼顧了傳授專業知識以及啟發學員關懷患者。1922 年為護士訓練課

程之開始，醫院起初有意招收男、女看護生；但當時男看護生的申請

並不踴躍，故廣華醫院以女看護生為主。踏入 1920、30 年代，九龍

區人口快速增長，婦產科服務需求甚為殷切，廣華醫院拓展女護士

及助產士的培訓。廣華醫院護士訓練課程因應立法局於 1931 年通過

《護士註冊條例》(Nurse Registration Ordinance)，修改護士訓練及考核

的要求。護士註冊制度確立後，廣華醫院護士畢業生的專業資格獲得

認可，出路亦較以前廣闊，他們可以到不同的地區工作，如前往新界

各處服務不同階層的人士。1941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日本佔領香

港，廣華醫院的醫護在資源匱乏的環境下，勉力維持醫療服務，成為

九龍地區唯一服務普羅大眾的醫院。

戰後，九龍區人口持續增長，廣華醫院肩負了重大的醫療責

任。作為一所政府補助和慈善醫院，廣華醫院每天有大量的病人輪候

求診和入院，護理工作十分繁重。醫院致力培訓護士，以擴大護理團

隊，迎合不斷增加的醫療需要。1960 年廣華醫院新護士校舍和宿舍

落成，提升了護理教學的規模。隨着醫學的發展，護理課程與時並

進，讓護士學生和護士獲得最新的專業護理知識。從最初加入「初級

護理課程」，到其後畢業生透過不同的培訓，晉升為專科護士，使香

港護理發展更趨專門化。1990 年代前，廣華醫院的病房仍是十分擠

3� 從史料看她的生平事跡，詳見：Lynn�McDonald,�Florence�Nightingale�at�First�Hand.�
(London:�Continuum,�2010).�Lynn�McDonald�主編了共十六冊的南丁格爾全集，見
Collected�works�of�Florence�Nightingale.�(Waterloo,�Ont.�:�Wilfrid�Laurier�University�Press,�
2008)

迫，帆布病床廣泛使用，縱然護理工作環境未如理想，但廣華醫院仍

作出多方面的改善，以完備護理教育的發展。

本書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訪問了 24 位護理人員，他們是 1960 年

代至 1980 年代廣華醫院護士學校的畢業生或是在學校從事護理教育

和行政多年的護士。訪問記錄了他們重要的人生經歷：學習護理知識

到成為專業護士，並繼續進修從而成為護理專業的領航者。他們堅守

各自的護理崗位，發揚南丁格爾的專業護理精神。他們見證了香港戰

後護理教育的發展，生動描繪了廣華醫院如何善用資源，為香港市民

提供優質和嶄新的醫療和護理服務。

本書首兩章提供一個較全面的香港護理教育歷史，讓讀者可以

掌握香港的醫療和護理發展背景。其後再結合護士訪問內容，讀者將

能更全面認識廣華護理教育的進程，以及其對香港醫療作出的貢獻。

接着根據受訪者的訪問內容分類，記載了他們學習和工作的辛勞和廣

華醫院護理教育對香港醫療的重要性。最後，收錄了「記錄者心聲：

生命的禮讚」，由十名負責訪問的浸會大學歷史系學生撰寫，記錄他

們參與是次口述歷史計劃的點滴。在書末附上「廣華醫院及護理發展

大事年表」，讓讀者更容易掌握廣華醫院的發展。

黃文江、羅婉嫻、范永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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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以前廣華醫院護理教育歷史

（一）可以培養各學生之人格、

（二）可以救護病人、

（三）可以研究公共衛生及科學式之療養方法。1

—乙亥（1935 年）東華三院主席

冼秉熹論東華三院護理教育的目標

一、背景：護理教育在香港之啟程

從近代醫療歷史說起，護理教育與現代醫院不可分割。但醫院

的出現，卻不意味護理教育的開始。1848 年，香港政府成立「國家

醫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但院內早年沒有護士的編制，

根本談不上護理教育。及後，香港政府建立另一所醫院「性病醫院」

（Lock Hospital），以執行《傳染病條例》（Contagious Diseases Act）

的要求，針對性病的傳播為妓女定期驗身。此醫院內雖設有護士長的

編制，但其服務及工作環境顯然不適合發展護理教育。1892 年醫院

改名為「婦女性病醫院」（Women’s Hospital for Venereal Disease），

兩年後結束並納入政府醫院內增設的「婦女性病病房」。 1910 年 1

月，《香港政府憲報》刊出通告，政府醫院及維多利亞醫院的訓練課

程獲「英格蘭中央助產士管理委員會」（Central Midwives Board of 

England）認可。2 此為政府醫院提供護理教育的開始，起初接受訓練

的以外籍人士為主，亦有少數操流利英語的本地青年人。

香港歷史上首位華人護士，恐怕未可考，遑論其生平事跡。但

可確定的是，首位華人護士長為關黎氏。她的人生經驗十分傳奇：年

1� 〈東華三院舉行女護士畢業禮：醫生與護士之職業不應商業化，業此者當負責解
除民眾之痛苦〉，《香港工商日報》，1936年 2月 1日。

2� The�Hong�Kong�Government�Gazette�(14�January�1910),�p.�40.

幼因逃避戰火與家人失散，不幸成為孤兒。後獲美國傳教士收留，撫

養成人並提供英語和現代知識的教育。長大後與基督徒牙醫關元昌結

婚。除了協助丈夫的牙醫診所工作，她亦曾協助管理教會學校。既是

賢妻良母，也是熱心於教會工作的信徒典範，深得傳教士和信眾信

任。1887 年何啟與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合力建

立雅麗氏利濟醫院，她出任首位護士長照料病者，又擔任醫療傳教士

醫生的中文翻譯員，促進醫患溝通，建立求診者之信任。3 1891 年，

倫敦傳道會派出護理專業經驗豐富的傳教士史提芬夫人（Mrs. Helen 

D. Stevens）接任關黎氏的工作。她的貢獻有二，其一、仿傚英國醫

院護理病人的規程，如：「洗浴和清潔的條例，規定病人要換醫院的

3� Wong�Man�Kong,�“The�Stories�of�Urban�Christian�Women� in�Nineteenth-Century�
South�China:�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Missionary-related�Sources,”�Clara�Ho�ed.,�
Overt�and�Covert�Treasures:�Essays�on�the�Sources�for�Chinese�Women’s�History.� (Hong�
Kong:�Chinese�University�Press,�2012),�pp.�543-570.

約 1910 年西營盤國家醫院。國家醫院是最早開辦的政府醫院之一，為市民提供西式
醫療服務。（高添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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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太髒的衣物須燒毀等。」4 其二、1893 年史提芬夫人開始接受

個別的女護士學徒，傳授護士及助產士的專業知識。順帶一提，1893

年又是那打素醫院落成的年份，成為女護士學徒接受訓練的地方。

1903 年，她結束香港的工作，一共訓練了 13 名學徒。5 此為香港出現

護理教育的開始，她的歷史貢獻是「改變了許多華人甚至基督徒對醫

療中厭惡性工作的偏見」。 6 把這段歷史與廣華醫院聯繫起來的是張

漢英護士。她在那打素醫院受訓，1919 年獲廣華醫院聘為首位看護

婦，1923 年為首位接生婦。7

4� 梁卓偉：《大醫精誠：香港醫學發展 130年》（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頁
195。

5� 巴治安（Paterson,�E.�H）著、陳永嫻譯：《矜憫為懷：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百
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1987年），頁 29-30。David�
Kang,�“Missionaries,�Women,�and�Health�Care�History�of�Nursing� in�Colonial�Hong�
Kong�(1887-1942),”�(PhD�Thesis,�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2013),�p.�68.

6� 梁卓偉：《大醫精誠》，頁 195。

7�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廣華醫院信錄》。

二、1941 年前廣華醫院護理教育的歷史點滴

踏入 1900 年，九龍人口數目快速增加。東華醫院總理體恤九龍

的勞苦大眾「渡海往東華求醫」的困難，8 遂配合政府建議，於 1906

年在油麻地籌建一間新醫院。政府推舉何啟、韋寶珊和劉鑄伯等人

出任倡建總理，華民政務司出任主席。1907 年由政府撥出土地及資

助興建費用，工程隨即展開，此為廣華醫院的起點。隨後政府頒佈

《1911 年東華醫院擴充法規》，規定廣華醫院董事局必須由九龍居民

代表組成，財政及人事權責則由東華醫院董事局負責，醫院於 1911

年 10 月 9 日開幕，病床數目 72 張。因需求殷切，所以病床數目不

斷增加，1931 年已經增至 334 張。9 另一個具有參考價值的視點是使

用產科服務的人數：從 1917 至 1940 年的產科孕婦有 58,994 人，醫

院全體病人人數則有 269,431 人，即佔整體的 21.89%。10 若以 1935 年

為例，廣華醫院產科是東華三院之首：廣華醫院有 4,439 人、東華

8� 〈廣華醫院史略〉，《香港東華醫院月刊》第 1期（1931年 9月），頁 15。

9� 同上註。
10� 李三元：《衝突、並存與延續：從廣華醫院看香港中西醫發展，1910�年代至 1940�
年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2019年），頁 225。

1893 年的那打素醫院（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慈善基金會提供）

《1919 年廣華醫院徵信錄》列有看護婦
張漢英的酬金為三十五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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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有 1,833 人、東華東院有 1,150 人。11 另一方面，從政府公佈數

字相比，1911 年至 1940 年的九龍人口增長達六倍之多。從 1921 年

至 1931 年兩次的人口普查所見，九龍人口最多的地區是油麻地，第

二、三位分別是旺角和大角咀及深水埗。這三個地區佔了整個九龍

人口 65% 至 75%，而廣華醫院對三區而言皆僅為步程可及之遙（詳

見表 1 .1）。由此可見，廣華醫院對居住於九龍大眾的日常生活是

何其重要。

表 1.1：1911 年 -1940 年九龍華人人口數字 
及首三個人口最多的地區的人口數目及其佔九龍總人口的百分比 12

1911 1921 1931 1940

總數 67,497 120,262 263,020 406,081

首三個地區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油麻地 ** 32,066 27% 68,596 26% **

旺角 ** 29,208 24% 59,740 22.7% **

大角咀及深水埗 ** 16,391 14% 67,184 25.5% **

說明：

1. 1911年及 1921年的統計劃分了華人及非華人的數字。雖然 1931年及 1940年的
人口數字沒有分開華人與非華人來統計，但畢竟華人佔香港人口近 95%，故所得
的數字足以反映華人在九龍的高速增長。

2. 1911年的人口統計沒有分區的統計。1941年沒有舉行十年一度的全港人口普查，
只能以 1940年的《香港藍皮書》（Hong�Kong�Blue�Book）的九龍人口資料作參考，
但其中沒有分區的人口數目。因此，上表沒法顯示 1911年及 1940年的分區數字
作比較。

11�〈東華三院舉行女護士畢業禮〉。值得一提，這個趨勢不是 1935年獨有的。綜合
戰前的政府報告書數據，廣華醫院的婦產科在不同時期均成為戰前香港各醫院提
供婦產科的最大比率：65%�(1920年 -1925年 )、72%�(1930年 )、55%�(1939年 )。
詳見，李三元《衝突、並存與延續》，頁 253-255。

12� 九龍人口數字來源：“Report�on� the�Census�of� the�Colony� for�1911.”�Sessional�
Paper�1911,� (Hong�Kong:�Hong�Kong�Government,�1912),�p.�103(10);�“Report�on�
the�Census�of�the�Colony�for�1921.”�Sessional�Paper�1921,�(Hong�Kong:�Hong�Kong�
Government,�1922),�pp.�173-174;�“Report�on� the�Census�of� the�Colony� for�1931.”�
Sessional�Paper�1931,�(Hong�Kong:�Hong�Kong�Government,�1932),�p.�104.

1911 年廣華醫院啟用，港督盧吉（中間戴帽者）及總登記官（後改稱華
民政務司）蒲魯賢（中間穿西裝者）親臨開幕典禮。

1930 年代的廣華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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