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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探究主題︰內地與香港的民間交往以「東華義莊的原籍安葬服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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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組
• 借調教師︰方國俊﹙嶺南中學﹚



課題教學設計

• 探究東華三院在20世紀初的慈善服務﹙原籍安葬服務﹚對內地與香港交流的貢獻和影響，了解兩地互相守望和彼此
關連的情況。

• 認識兩地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互動影響，建立人道關懷和培養對家國的歸屬感。
• 認識華人傳統歸葬文化，了解「落葉歸根」的觀念和建立彼此尊重的價值觀。

教學設計理念

探究主題



教學內容概要

探討東華義莊的原籍安葬服務的影響和意
義，帶出東華一項獨特的慈善服務於1920
年代在香港的發展和對兩地的貢獻。



探究問題

1920年代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如何？
有甚麼聯繫方式？

東華義莊的原籍安葬服務在兩地
扮演怎樣的角色？

中國傳統「落葉歸根」的思想是
甚麼意思？東華本着甚麼精神為
去世華人提供原籍安葬服務？

本地慈善機構對內地與香港的互
動起了甚麼作用？



學習目標 與 技能培養

1. 掌握1920年代香港重要的歷史事件與內容 ﹙知識內容﹚

﹙例如：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

2. 認識20世紀初東華的慈善事業 ﹙知識內容﹚

3. 以東華義莊的原籍安葬服務為主線的探究主題 ﹙知識內容﹚

4. 理解東華義莊的原籍安葬服務與海外華人組織 ﹙知識內容﹚

的聯繫 ﹙價值觀與態度﹚

5. 分析原籍安葬服務對內地與香港的貢獻和影響 ﹙知識內容﹚
﹙價值觀與態度﹚



教學
內容
概要

探討和認識上世紀20年代期間東華義莊原籍安葬服務在內地與香港，乃至對全球華人的影響和
意義，帶出東華三院慈善活動在香港的發展和對兩地的貢獻。

教學
策略

1. 課任老師直接講授與提問；及/或

﹙結合不同媒體，如相片，影視資訊和課業工作紙等﹚

2. 學生探究式學習與小組討論；及/或

﹙結合工作紙，引導學生疏理資訊、分析資料和客觀評鑑﹚

3. 實地考察與訪問

﹙結合工作紙，學生自訂探研學習內容，親自觀察、蒐集和分析評鑑﹚

關鍵
詞彙

「東華三院」、「東華醫院」、「東華義莊」、「原籍安葬」、「棺骨暫存」、「落葉歸根」、
「金山棺」、「鄉土觀念」、「海外華工」、「骨殖」

學習
難點

1. 學生對東華義莊與其相關內容缺乏認識；

2. 學生對本地慈善機構的歷史和事業認識不足；

3. 學生較難理解中國人渴求「落葉歸根」原籍安葬的傳統和意義；

4. 學生對本地的慈善機構與內地的交往缺乏認識。



教學
內容
概要

探討和認識上世紀20年代期間東華義莊原籍安葬服務在內地與香港，乃至對全球華人的影響和
意義，帶出東華三院慈善活動在香港的發展和對兩地的貢獻。

研習/延
伸資料

1.  短片︰

 「香港東華三院與華人落葉歸根﹙廣東話長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caP_4-e5Ow﹙12分48秒﹚2015-12-31

 視頻「屢見奇工—莊義管理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sY_QmADV6U﹙Time:04:00-12:01﹚﹙8分01秒﹚2017-05-23

 「TOPick生死教育，守護人生終點站—東華義莊管理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IcXy99CT18&t=33s﹙2分58秒﹚2018-01-22

 「果籽︰免費參觀東華義莊，無殭屍唔陰森幾舒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pmPms8Yec﹙3分52秒﹚2018-06-16

 「電影「東風破」—東華義莊節錄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z3clnMeiY﹙4分56秒﹚2012-03-09

2.  資料︰

 冼玉儀、劉潤和︰《益善行道》，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6
 丁新豹︰《善與人同》，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
 《源與流的東華故事》，香港︰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2014
 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落葉歸根──東華三院華僑原籍安葬檔案選編（兩冊）》，香港︰中華書局﹙香

港﹚有限公司，2020

備註 可配合中國歷史科修訂課程中三級課題「1920年代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或結合其他學科（例如初中生活與社會科）進行
跨科研習活動。



教學方案之一︰課堂活動
內容
重點

教學流程
學與教策略

備註/相關
教材

1920年代內地與
香港的關係

1.指出兩次重大的
罷工事件

1.提問︰引起動機，複習已學知識
2.討論︰兩次罷工引發的問題
3.講解︰民間機構慈善事業的角色

課本︰兩次罷
工運動的始末

探究課題︰
2.認識東華慈善服
務與兩地關係
3.了解東華義莊服
務、運作及其貢獻

1.講解︰簡介東華醫院及其慈善服務
東華義莊歷史與原籍安葬服務

2.學生活動︰
a.小組閱讀與討論
b.活動「落葉歸根」原籍安葬之旅
小組匯報義莊服務的步驟

3.提問與討論︰
a.義莊服務的意義﹙人道精神﹚
b.傳統華人歸葬文化﹙中華故里情義﹚
c.東華義莊服務對兩地的影響和貢獻

Powerpoint
工作紙︰
1.小組閱讀
2.小組問題

視頻︰Youtube
﹙見教學資源﹚

總結︰
4.課堂鞏固

1.提問︰華人歸葬原因和人文價值
1920年代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2.課業︰訪問家中長輩，完成工作紙

工作紙

教學方案之一︰實地考察

考察活動/學習重點 備註

1.地點︰東華義莊
（香港大口環道9號）

2.活動︰參訪東華義莊
分組參觀活動
分組訪問活動

內容︰ 通過參觀導賞，認識
義莊的簡史、 服務目
的、內容和它對兩地
交往的影響，體會慈
善服務的貢獻。
通過訪問工作人員，
認識義莊工作細節、
了解它的社會功能和
意義。
體會「生有所安，死
有所托」的文化精神。

工作
紙

本地
歷史
教育

/
生命
教育



教學方案之一︰工作紙設計理念與應用

分析圖片資料的訊息和信函內容，
了解時代背景。
明白海外華人的生活情況、心願
和要求。
引起動機︰探討主題內容。

1. 理解圖片資料，連結學科知
識。
細心觀察和分析

2. 聯結近代中國部分，分析華人
出國的原因、目的與苦況。

3. 理解內容，與本課題聯結。

4. 引導學生分析，明白傳統背後
的價值和意義。

全班相同的學習材料
短片播放



分析圖片資料的訊息和內容，理解
各組不同的情景。
明白東華義莊的工作流程與運作，
體會義莊工作的目的和意義。

1. 分析資料，小組學習活動。
理解和歸納資料。

2. 綜合和分析，了解義莊工作的
程序和細節。

3. 多媒體學習，明白東華三院在
義莊服務的細節。

分組活動部分︰三組不同的學習材料
每組各自討論，然後匯報結果。



分組活動部分︰三組不同的學習材料
每組各自討論，然後匯報結果。

分析圖片資料的訊息和內容，理解
各組不同的情景。
明白東華義莊的工作流程與運作，
體會義莊工作的目的和意義。

1. 分析資料，小組學習活動。
理解和歸納資料。

2. 綜合和分析，了解義莊工作的
程序和細節。

3. 多媒體學習，明白東華三院在
義莊服務的細節。



分析圖片資料的訊息和內容，理
解各組不同的情景。
明白東華義莊的工作流程與運作，
體會義莊工作的目的和意義。

1. 分析資料，小組學習活動。
理解和歸納資料。

2. 情景評價，啟發學生思維和理
性分析。

3. 多媒體學習，明白東華三院
在義莊服務的細節。

分組活動部分︰三組不同的學習材料
每組各自討論，然後匯報結果。



1. 觀看短片內容，理解當時香港
與中國和世界之間的聯繫。

2. 反思和評論，情景代入，藉
此體會和加強對傳統價值的
認識和理解。

3. 綜合探究主題內容。明白華人
原籍歸葬的原因和背後意義。
認識東華服務的人文精神。

全班相同的學習材料
短片播放



小組 討論



1870年創辦的東華醫院是香港第一間
華人中醫院，提供免費中醫藥及其他
慈善服務。
隨着本港人口不斷增長，醫療服務需
求日增，九龍的廣華醫院及香港的東
華東院相應於上世紀初落成投入服務。
1931年，政府通過法例，東華統一管

理三間醫院，合稱「東華三院」。

今日，東華三院繼續擴展各項迎合社
會需要的服務，繼續堅守和發揚慈善
精神，致力為市民大眾構建更美好的
社會及服務，並堅守作為全港最具公
信力的慈善機構信譽。

醫療
服務

教育
服務

護老
服務

殯葬及
廟祀服
務

青少年
服務

復康
服務

家庭
服務



義莊即是提供暫時存

放骨殖和棺木的地方，
讓先人在入土前的暫時
寄置之所，免得暴露風
雨、棄置荒野和毀掉。
這是一分對先人的尊重
和慈悲。

東華義莊前身是建

於1875年西環的牛房義莊。
東華醫院為華人施棺代葬而
漸漸需求甚多，於是在1899
年向港英政府申請築建義莊，
得批准於建於大口環內，正
式命名東華義莊。

圖片來源︰《東華義莊冊子》



歷史背景與源流

• 英國管治香港初期，政府並未為華人設置公共墳
場，貧苦大眾只好自覓山坡荒地草草下葬，屍骨
存放的問題引起華人社會關注。

• 東華醫院於1872年開募，在啟用之初，已在醫院
設有小型義莊，為本地和海外華僑提供棺骨暫存
服務，並由文武廟接管「牛房義莊」作臨時棺柩
寄放

• 1899年，正式建立「東華義莊」，選址位於香港
島大口環

東華義莊文獻︰
1929年12月21日美國紐約中華公所致東華醫院信件

圖片來源︰東華義莊文獻網站



1909年，因「棺木堆積」而得港府
批准擴建東華義莊，工程前後達17
年，先後在原址增建「東莊」和
「丙寅莊」，總面積擴大8萬餘尺。
1920年代香港經歷「海員大罷工」
和「省港大罷工」，一度令華人的
原籍歸葬服務暫停。

東華義莊成立，為本港華人提
供停棺存柩服務，以彰顯慈善
精神和推展人道主義。
同時，義莊及原籍安葬服務也
涵蓋全球華人，使香港成為他
們死後「落葉歸根」旅程的
「中轉站」。 圖片來源︰東華三院網站

歷史背景與源流



十九世紀中葉後，中國面對內憂外患，民
生困頓，為求生計，人民出洋謀生。

他們離鄉別井，人在異域從事勞動和艱辛

的工作，寫下近代「海外華工」的辛
酸。

粵、閩地區的民眾較肯接受西方，加上
1848年美國西岸發現金礦，之後大興鐵路
建設和開發西部，在「淘金熱」推動下，
大量華人遠赴重洋尋覓生計。

部分華人不幸被「賣豬仔」被欺詐到世界
各地工作，歷盡坎坷而終身回國無望，客
死異鄉。多數海外華工的宿願便是死後可

以「落葉歸根」，返回家鄉「原籍
安葬」。

圖片來源︰「香港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工室」

19世紀華人離鄉工作



思家念鄉，傳統觀念濃厚

吾土吾情，落葉歸根心願

中國人對宗族、鄉土和國家觀念濃厚，無論身
處異域、海外或他鄉，思家念鄉的情感終不能
阻隔。華人社會在這種價值觀的帶動下，產生
同鄉同宗同族的凝聚力，把華人文化、習俗和
傳統一代承傳一代，形成重視鄉土情懷和傳統
文化的觀念。

中國人十分重視「落葉歸根」的觀念，希望在
死後歸葬故土，與家人親友在一起；又希望在
身故後受後人供奉，否則就會淪為客死他鄉的
孤魂野鬼。因此，無論遠隔重洋，也要跟原來
土地建立關係，即使生前不能回鄉，死後也要
「原籍案葬」，以遂心願。

圖片來源︰東華三院網站

華人傳統，鄉土情懷



自1842年起，香港成為了自由的轉口港，並漸漸
成為世界華人歸葬之旅的

「中轉站」。

早在十九世紀末，東華醫院已經開始協助異地華
人骨殖回鄉。由於當年運載棺骨只能靠水路，而
香港的地理位置毗鄰內地，水路交通運輸發達，
故成為華人「回家」的「中轉站」 。

東華憑籍一群殷實的華商和他們的龐大商業網絡，
竭力為全球華人提供義莊的服務，讓骨殖和棺柩
暫時存放和安排

「原籍安葬」。

東華醫院為客死異鄉華人的棺骨運回原籍，擔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廣受海內外華人社團的傳頌和
欽敬。世界各地的華人商會、社團和會館均向東
華捐款，以資善舉。

美洲
日本

澳大利亞
南洋
諸國

歐洲

三藩市、羅省、波士頓
舍路、紐約、必珠卜、砵崙
芝加高、雲高華、滿地可
古巴、巴拿馬、哥斯達黎加
尼加拉瓜、神戶、橫濱、長崎
堤岸、峴港、馬尼刺、暹京、新加坡、仰光
雪梨、塔斯馬利亞、美利濱、鳥修威省、
大溪地、斐濟、威靈頓、奧克蘭
巴黎、荷蘭、奧斯陸、倫敦、利物普、
曼徹斯特……

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都以
香港為「回家」的「中轉站」

香港與海外華人「落葉歸根」



義莊服務與兩地聯繫



1. 海外華工逝世，暫葬當地墳場

2. 若干年後，華工骨殖被撿拾，經當地親屬、社團
和會館等聯繫香港東華醫院

3. 海外華工骨殖以香港為「中轉站」，交託東華義
莊暫時存放

4. 通報原籍派人領回然後運返故鄉安葬

5. 部分會由東華協助運回家鄉再由相關人士或善堂
認領

私人徵信—要求東華把靈柩運回家鄉

圖片來源︰東華三院網站

海外華人「落葉歸根」之旅



東華三院本着慈善關懷的人道精神，面對天災、人
禍、動盪、饑荒和戰亂，堅守和發揚慈善精神，為
兩地人民提供醫療、教育和人道救援等服務。

透過華人原籍安葬服務，為本地和海外去世華僑及
其家屬帶來慰藉，達成「落葉歸根」的宿願。

原籍安葬服務將香港史，近代中國史、世界華人史
及世界史緊緊相扣。

當年(1960年代初)暫厝在義莊內的骨殖

圖片來源︰東華三院網站

1920年代內地與香港關係與東華慈善服務



1930至50年代，因戰亂與政局動盪，內地與香港
的交通運輸陷於停頓，原籍歸葬服務無法運作。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內地政局和禁運等問題，原
籍安葬服務無法繼續。

1960年後，積存於義莊內的棺骨數目已經逾萬，
東華三院董事局終決定遷葬棺骨於沙頭角的沙嶺
墳場。

隨着社會風氣變化、火葬的普及，部分義莊花園
也改建為骨灰庫，開啟了義莊服務性質的轉型，
進入新階段。長達近一世紀的東華義莊的原籍安
葬服務也告終結，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圖片來源︰東華三院網站

東華義莊原籍安葬服務的終結



• 提供殯儀服務，並為有經濟困難的家庭提供廉價或
免費的殯儀服務

• 舉辦殯儀服務座談會，讓長者可初步認識殯儀安排

• 推動環保殯葬，提供海上及花園撒灰等綠色殯葬選
擇

• 提供暫時寄厝先人靈柩或骨殖的服務

• 靈灰安置場提供短暫的靈灰安置服務

• 成為政府法定古蹟，建立教育資源中心

圖片來源︰東華三院網站

今日東華義莊與殯儀及殮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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