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傳統城市的環境與衛生
廣州位於北緯 23 度，東經 113 度，距離香港約 90 英里，是廣東省的
省會，也是該省的首善之區，更是一座擁有千年歷史的城市。它一方面作
為地方行政中心；另一方面，因地理位置的關係，也是中國南方對外貿易
的經濟集散地。因為具有這雙重優勢，使得廣州能夠成為華南地區最大、
最發達的城市。在這一章中，我們首先探討廣州城歷史發展的過程與演
變，及其城市空間結構對於城市居民的影響，以助於我們瞭解近代廣州在
建設發展上，和傳統城市空間格局的互動關係。接著我們也要探討步入近
代前的廣州，具有哪些衛生設施及醫療組織？在維持城市衛生上的成效又
是如何？

第一節 廣州城的空間與歷史
一、清代以前的廣州
廣州城的建立時間可以追塑到 2500 多年以前。關於廣州建城有兩種
說法，其一認為在周赧王時所建的南武城，既今天的廣州。不過更廣為人
知的是一則流傳已久的傳說，相傳在春秋戰國時期，有五位身著不同顏色
衣服的仙人騎著五隻羊來到了廣州，並將手中所執的稻穗，贈送給當地的
人民，以祝福此地能夠穀物豐收，隨後這五位仙人就回到了天上，而五隻
羊則幻化成了石頭。因此，廣州人通常也稱廣州為「羊城」、「穗城」 1 。
雖然這只是一則傳說，不過廣州的地方志通常都會以這故事作為開頭。
在 11 世紀以前，廣州的城區並未有重大的變化，一直到宋代時廣州
城的面積與形式才有重大的轉變。宋代時先後在廣州興建中、東、西三城，
全部面積是唐代時的三倍。宋仁宗慶歷四（ 1044）年，先是以南漢時期的
興王府為基礎，建成中城（又稱子城），城周長 5 里。神宗熙寧三（1070）

1

黃佛頤撰；鍾文點校，
《廣州城坊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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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因人口增多，造成子城的擁擠現象，乃根據漢代的遺址，在城東加
建東城，周長 7 里。自唐以來，因為廣州西部是進出西江支流的要地，所
以當時的市舶司、蕃坊都設在西郊地區。宋代時，西郊商業越益發達，出
於保護商業交易的安全，寧宗嘉定四（1211）年，又在中城西邊的郊區建
築西城，將繁盛的商業地區納入城牆的保護之中。西城周長約 13 里，大
於東城和子城的總和。由於宋代對外商採取優厚的態度，因此在築西城
時，還有外商願意捐資助建的插曲 2 。
宋代除了奠定廣州城市的格局外，也在廣州城外挖掘城壕，全長約
1,600 丈，除了防禦的用途外，城壕寬 2 丈，深 3 丈 3 ，也可以用作水道以
通舟楫，而且具有城市排澇的功能。一直到民國時期，仍廣為人知的城市
排水系統「六脈渠」
（關於渠道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節論述）
，亦是在此時
加以興建完成 4 。
在過去珠江並不像今天那樣的狹窄，所以珠江曾被稱為「大海」
。因
為這個緣故，讓早期的廣州具有海港的優勢。但是到了南宋，因為北人大
量南移，使得原先集中在廣東北部的人口，逐漸轉為以廣州地區的三角洲
為中心的現象。據統計在元豐二（1079）年，廣州所在地的南海縣，人口
約有 89,377 人，是唐代廣州所在的番禺縣人口的 5 倍 5 。北人將圍田技術
帶入廣州，使得珠江地區圍田耕作的方式大為發展，但也造成珠江泥沙淤
積的速度加快。珠江三角洲面積逐漸向南擴大，特別是在廣州城對岸所形
成的沖積地（既後來的河南），則將珠江的河道變小，並致使珠江因此被
改稱為「小海」
，廣州也從海港變為河港 6 。

2

宋朝後來謝絕外商的捐資，並回贈白馬一匹，鞍轡一副，見蔣祖緣、方志欽主編，《簡
明廣東史》（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87），頁 160。
3
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廣州市地方誌研究所編，《廣州市沿革史略》
（廣州：廣州市地方
誌，1989），頁 14。
4
楊萬秀、鍾卓安主編，
《廣州簡史》，頁 120-121。
5
陳代光，
《廣州城市發展史》，頁 164。
6
鄭榮等修；桂坫等纂，《（宣統）南海縣志》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 26〈雜錄〉，
頁 9 左。珠江河道的寬度在晉代時為 1500 米，到宋代時為 900 米，明清時期因圍墾範圍
日益擴大，清代時，河面寬度只有 500 米寬。見陳代光，
《廣州城市發展史》，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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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城南面積的向南擴張，廣州城南的人口亦逐漸增加，加上比鄰珠
江，交通方便，逐漸成為繁華的商業區。出於和西城一樣的理由，南宋嘉
定三（1210）年，經略使陳峴加建南城，以保護居民。由於是在東城和西
城邊，各興建一條到珠江的城牆，其形狀類似鳥類的翅膀，所以又稱「雁
翅城」 7 。嚴格的說，南城只有三面城牆，除了北面以先前三城的城牆作
為北牆，以及東西兩面延伸到珠江邊的城牆外，南面則以珠江為牆。
明代時將三城合而為一，並在城南建築一座新城，讓廣州城的規模與
格局在此時得到了確定。洪武三（1370）年永嘉侯朱亮祖認為原先的三城
城牆低矮，於是將三城連為一城。又向東北郊區延伸，將越（粵）秀山包
括在城牆內，並在此建鎮海樓，以壯會城觀瞻，全城共設城門七個。嘉靖
時因為廣州城南的沖積地又較宋代時向南延伸，舊有的南城已經無法保護
這一片新的商業地區，加上當時倭寇為亂，影響該地的貿易。於是在嘉靖
四十三（1564）年，根據宋代雁翅城的基礎建築南城，共有八門。自此，
廣州分為新（又稱外城）、舊（又稱內城）二城，舊城呈不規則形狀，新
城則略似長方形，兩城合計全長約 2 千 2 百多丈。明代對廣州城的修築，
改善了宋代廣州城的不完整性，讓廣州成為一個完整而壁壘完固的城市。
清代時，因為廣州城南的沖積地又向外延伸，於是模仿南宋的雁翅城，在
新城的東西兩邊，向下延伸建築城牆到珠江邊，東西各設一門，因為形狀
如雞的兩翼，所以稱做「雞翼城」 8 。
可以看出廣州城區的發展變化主要受到地勢及珠江沖積地的影響。城
北因為有越秀山阻隔，且地勢較高，因此發展相當有限。城市的東郊雖然
是丘陵地，地勢不若北邊高，但是水陸交通並不方便。在近代之前，整個
廣州城區的發展可以說主要是向西、南兩邊發展，除了這兩邊主要是平原
外，方便的水陸交通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除了城區的變化，明清時期的廣州城，也逐漸成為華南地區的第一大

7

陳代光，
《廣州城市發展史》，頁 104-105。
黃佛頤撰；鍾文點校，
《廣州城坊志》
，頁 5-6；仇巨川纂；陳憲猷校注，
《羊城古鈔》
（廣
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 93-9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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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心。在明朝時，兩廣總督府署設在廣西梧州，但因梧州夏天暑氣甚
盛，所以總督往往以避暑的名義移鎮肇慶。肇慶位於西江北岸，向西和梧
州的距離約 150 公里，向東離廣州有 100 公里。當時兩廣總督接見來華傳
教士的地方主要就是在肇慶，而利瑪竇在廣東的傳教範圍，也是以肇慶和
廣州兩城市為主 9 。至明末時，因廣東沿海海盜猖獗，總督熊文燦以肇慶
節制「潮惠既遙，而耳目裏海亦稍隔，迺（乃）移節廣州」 10 。清初時取
消設在梧州的總督治所，以肇慶為兩廣總督辦公所在地，不過為了監督三
藩，總督主要還是以廣州為治所。乾隆年間因為廣州在當時已成為對外貿
易的重要口岸，地位日行重要，因此決定將總督府署常駐廣州，以監視海
外貿易 11 。至此，廣州真正成為華南地區最大的行政中心。
二、清代廣州城的空間格局
清代時廣州城的城牆周長約 6 英里，高 25 英尺，寬約 20 英尺，全市
面積約 520 公頃，在 19 世紀末期，是中國城市面積第十大的都市12。在清
朝尚未平定三藩前，廣州舊城主要為尚可喜及耿精忠所控制，因此清朝設
在廣州的文武官員之衙署，均只能設在南邊的新城。平定三藩之亂後，清
朝開始著手規劃廣州城的空間格局。康熙二十三（1685）年下旨規定「文
武各衙門俱遷復舊城，自歸德門以至大北門，東建院司道府廳縣各署，西
建駐鎮將軍都統武職等衙門，而總督乃在賣麻街（位於新城）」13。這一空
間規劃一來是仿效中國傳統都市規劃的理論，即「左文又武」 14 ；另一方
9

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廣州市地方誌研究所編，《廣州市沿革史略》，頁 18。
李福泰修；史澄等纂，
《
（同治）番禺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 14〈建置略
一〉，頁 6。
11
J. G. Kerr, A Guide to the City and Suburbs of Canton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918), p.
73.
12
魏斐德（Frederic Jr. Wakeman）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
（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2），頁 6；章生道，
〈城治的型態與結構研究〉，施堅雅編；葉光庭等譯；陳
橋驛校，
《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98-99。
13
李福泰修；史澄等纂，《（同治）番禺縣志》卷 15〈建置略二〉，頁 6。
14
關於中國傳統的城市規劃，見芮沃壽（Arthur F. Wright），〈中國城市的宇宙論〉
，施堅
雅編；葉光庭等譯；陳橋驛校，
《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北京：中華書局，2000）
，頁 49-5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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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是出於實際的考量。由於清軍佔領廣州時，在城內進行屠殺與劫掠，
以及在平定三藩之後，廣州城內除了城西一帶的屋宇較為完整外，城內其
他地區多因戰爭而遭到毀壞。為符合滿州族人的利益，因此將八旗軍及其
眷屬的駐所規劃在城西一帶，並將位於城西的靖南王府舊址改為廣州將軍
的駐所 15 。因此，從大北門向南直到歸德門的這一條直線，不但是傳統城
市設計中的左右文武之分，也是滿漢之間的界線。
在界線東邊的文職官署的位置配置上，總督府遵守康熙的命令依然位
於新城，未移進舊城。布政使司衙署的位置大致上位在城市的中央，坐北
朝南，府前的街道可直通永清門，符合傳統中國建築理論中居中管理的意
涵。除了總督和布政使司的官署設在城內，番禺和南海縣的官署，也設在
廣州城內。這兩個縣的管轄範圍大致沿著城市的中線一分為二，東邊屬於
番禺縣，西邊則歸南海縣管轄。這一方面是為了節省另外再築縣城的費
用；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廣州城只在一個縣的控制下，可能帶來的危
害。其它如巡撫衙署、按察司署、鹽運使司署、提學督署等也都設在城市
的東半部。城內除了是官署所在地，也是城市文化的集中地，包括貢院、
孔廟、縣學等都位於這一地區。
從廣州城內官署的分佈位置，可以看出其在設計上，也小心的考慮到
「權力的分割和平衡」的問題，以避免地方集權的情形。當時在廣州的外
國人就注意到總督府設在新城，
「距離皇帝陛下最忠實的『奴僕』粵海關
監督，只有一箭之遙。（巡）府院和將軍之間的距離也是這樣近；他們兩
位被安排在舊城內，以便如果情況需要的話，他們可以與新城裡的那兩位
相對抗。」 16 直到英法聯軍攻陷廣州時，兩廣總督府署因遭破壞，總督葉

徐泓，
〈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食貨月刊》復刊第 10 卷 3 期(台北，1980 年
6 月)，頁 12-46。
15
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廣州市地方誌研究所編，《廣州市沿革史略》，頁 23。
16
龍思泰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注，
《早期澳門史》
（北京：東方出版
社，1997）
，頁 227。按清朝的規定，廣州將軍每年必須向皇帝報告總督的各種言行兩次，
且總督在夜間出城時，也必須得到廣州將軍的同意，而將軍也會派一名隨戶跟隨總督，名
為護送，實為監督。見蘇仲璣，
〈辛亥革命時廣州八旗軍投誠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專輯（下）》

．14．

公共衛生與廣州城市現代化 (1901-1930’s)

名琛才將總督署遷入舊城中。
出於安全的考量，省、府、縣官員都集中在廣州城內，是理所當然的
事情，但這也使得廣州城內具有相當濃厚的官僚氣氛。這與下面提到的，
位於城外西郊且商業氣息較盛的西關，形成強烈對比；另一方面，由於中
國未曾將城市視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單位，也未設置專門的官僚管理，因此
官署集中的結果是造成廣州城在管理上的鬆散與重疊 17 。
廣州城內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區域是位於城內西邊的特殊區域 — 八 旗
軍駐紮區。清朝在征服中國各大城市後，為了加強控制、維持治安，往往
在各大城市中畫出一區專門作為旗軍的駐紮地。前面提到，康熙時規定將
廣州城大北門到歸德門一線以西，畫作八旗軍的駐紮地區。在整個清朝時
期，這一地區一直都是作為八旗軍的專屬區域。旗人的門口都塗有一條粗
黑線，以和城中的漢人住宅加以區別。通常稱旗人的住宅區為「旗下街
（區）」、「滿州街」，漢人的地區為「本地街」
。旗區內還建有一個用高牆
圍住的獵鹿場，以供旗人射獵之用 18 。
雖然旗軍駐紮地區位於南海縣的管轄範圍內，但是旗軍的事務，主要
由廣州將軍掌管，將軍府署即位在靠近滿漢界線的地方。此外，這些旗兵
的籍貫，並不隸屬於廣東各縣，而屬於「廣州駐防某某旗」。由於旗軍區
的土地是特許且禁止買賣的，所以稅收亦由八旗都統徵收，而非縣屬衙門
19

。可以說，旗軍地區儼然是廣州城內的一個獨立王國。辛亥革命之後，

八旗軍被胡漢民解散，留在廣州的旗人因害怕遭到歧視，或隱姓埋名，或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頁 220。
17
陳代光，
《廣州城市發展史》，頁 50；賀躍夫，
〈近代廣州街坊組織的演變〉，《二十一世
紀》第 35 期（香港，1996 年 6 月）
，頁 37；Michael Tsin, “Canton Remapped.” In Joseph W.
Esherick, ed.,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2000), p. 21.
18
John A. Turner, Kwang Tung or Five Years in South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4-35.
19
楊紹權，
〈清代廣州駐防漢軍旗的歷史〉
，
《廣州文史資料選集》第 7 輯（廣州，1963 年
4 月）
，頁 127-134；趙全俊，
〈駐防廣州八旗軍中的 “親信軍”〉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
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專輯（下）》，
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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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籍貫改為番禺縣、南海縣，而旗下區也從此成為了歷史名詞 20 。
和城內相比，位於城外西邊以商業發達而著稱的「西關」地區，則有
著不同的風貌。宋代時出於保護商業的因素，在城西的商業區加築了西
城，並將招待外夷的場地設在西城。明代時，因三城合一後，出現外夷的
驛館與官衙同在一城的現象，按照「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的慣例，所以將
驛館西遷到城外西郊的十八甫路，稱為「懷遠驛」
，共建有房屋 120 多間，
以做為招待外國貢使之用。從此，廣州的外貿活動中心由城內轉移到後來
稱為「西關」的城外地區 21 。
由於商業貿易集中在西關，所以來粵進行貿易的商人，都將會館設在
西關一帶。清朝因為實行迴避制度，所以每到春節，西關一帶便成為各省
旅粵官商雲集的地方 22 。清代設立的十三行，則位於西關的南邊，一直到
民國時期，廣州西、南部依然是商業集中的地區。由於城牆內眾多的官署，
使得廣州城內的官場氣息相當濃厚，這現象和城外西關的商場氣息有著天
壤之別 23 。
廣州南部沿珠江一帶的南關，因靠近珠江，交通方便，也是一個商業
發達的地區。張之洞督粵時，在珠江沿岸興築了一條長達 120 英尺的堤岸
馬路，這是廣州第一條現代化馬路。張之洞也在該堤岸邊增建一座專供官
方

使

用

的

「 天

字

碼

頭

」

。

其

後

，

岑
1 2,000 英

尺長的新式馬路，整條堤岸名為「長堤」。民國以後，這一條馬路日漸繁
榮，當時許多新式百貨公司，如先施、大新、永安都設在這裡。其它如廣
三車站、中國銀行、廣東電燈公司等也設在長堤上，使得這一條馬路成為
20

林家有，
〈辛亥革命前後廣州滿、漢民族關係史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
市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專輯（下）》，頁217-218；
蘇仲璣，〈辛亥革命時廣州八旗軍投誠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
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專輯（下）》，頁 223。
21
徐俊鳴等著，《廣東史話》，頁 74。
22
沈瓊樓，
〈廣州市濠畔街和打銅街的變遷〉，《廣州文史資料》第 7 輯（廣州，1963 年 4
月），頁 2-3。
23
Edward J. M. Rhoads, “Merchant Association in Canton, 1895-1911.”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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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最繁華的街道，並被拿來和上海最繁榮的南京路相比 24 。
在習慣上，廣州人稱珠江北岸為河北，南岸為河南。河南地區是一個
沙洲地，四面為珠江所包圍，周圍約五十里左右。在清代時，主要還是做
為農地魚塘之用，但是到清末時，隨著省城人口的增加，居住場所的減少，
人們逐漸向這個地區發展 25。當時不但農地和魚塘被填平作為房屋、倉庫、
工廠，「每年（也）都有越來越多的建築拔地而起。」26 這一地區因為人口
不如河北密集，所以在清末時，許多工廠，例如士敏土廠，南洋兄弟橡膠
公司，大興皮革公司等都設在這一地區。
位在廣州城西南方的一座沙洲小島，則是外國人設在廣州的租界，稱
為「沙面」。在英法聯軍之役時，原先位於城南，供外國人居住的十三行
區，因遭到廣州人民的焚毀，英法當局乃向清廷要求新的居留地。在咸豐
九（1859）年，英法兩國就正式向廣東當局要求租借沙面，每年租金 1,500
錢27 。
開拓後的沙面成為一個類似鵝蛋形狀的小島。東西長 2,850 英尺，南
北長 950 英尺，面積約 330 畝，在島的東西方各設有一橋，以出入廣州。
不過除了替外人服務的華人外，一般的華人是禁止進入租界的 28 。英國租
界區位於沙面的西邊，面積約 264 畝，法國則位於東邊，佔地 66 畝。英
法兩國各設有一個工部局，以管理租界內的治安、行政、稅務及市政建設。
至 19 世紀末，沙面共設有 9 家外國銀行，40 多家洋行和企業公司，亦建
有電報局、足球場、公園、劇院等現代設施 29。雖然沙面的許多現代建設，

24

Michael Tsin, “Canton Remapped.” In Joseph W. Esherick, ed.,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pp. 24-26. 由於這一整條路的繁盛景象，因此
在當時也被稱為「廣州外灘」
，以比擬上海灘，倪錫英，
《廣州》
（上海：中華書局，1936）
，
頁 34。
25
吳縣、劉再蘇編，
《廣州快覽》（上海：世界書局，1926），頁 4-5。
26
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廣州海關志編纂委員會編譯，
《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
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頁 926。
27
王文全、袁東華，
〈廣州沙面租借概述〉
，
《列強在中國的租界》編輯委員會編，
《列強在
中國的租界》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頁 254。
28
費成康，
《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8），頁 298。
29
同上，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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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對於廣州人在現代化的意識和觀念上起過影響，但我們對於這一影響
不應該過於誇大。因為，在以後的論述中，我們將發現廣州市當局更欣賞
的市政模範是外國城市，而非中國的租界。
至於城市的北郊和東郊（又稱東山），由於有越秀山及白雲山等山脈
橫亙，地勢較高，人口稀少，主要是做為墳地之用 30 。或許是因為人口較
少，環境清幽的關係，官方所設的書院，如鎮海、慎德等都位於這一地區。
東郊地形較北郊低，是丘陵地形。雖然居住的人口不多，但是這裡除了部
分地區作為墳地外，官方的慈善機構主要也設在這裡，例如痲瘋院、普濟
院、瞽目院等 31 。清末時，這裡主要還是荒山遍野，但是到了民國初年，
由於廣州城區擁擠，使得日益增長的人口必須到郊外尋找居住的地方，東
郊地區雖地勢稍高，但從前開發不多，且空氣較為清新，適合居住。而西
關地區因為人口稠密，不適合再開發；北郊則有越秀山阻隔不利發展；河
南地區與廣州城有一江之隔，交通不便。因此，出於實際，人口逐漸往東
郊移動，建築物也日漸增多，這些建築有的是華僑或政府官邸，也有部分
的外僑住在這一地區。特別是因為外僑住在這裡，所以民初時廣州雖然時
常有戰亂發生，但東郊地區往往可以倖免於難，這也無形中促使東郊一帶
成為廣州的新住宅區 32 。
總之，以廣州城為中心，其東西南北四方因地形、交通等因素分別存
在著不同的區域功能與差異。如同陳代光對廣州所作的評論：「從全城經
濟水平看，由於各區自然條件及交通條件的差異，存在著明顯的不同。諺
曰：『東村西富，南富北貧』大體反映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因為
城西及城區之地，地近珠江，多為沖積平地，土地肥沃，且為水運交通樞
紐地帶，故經濟發達，與東北相較，為富庶之區。至於東北兩方，多為山

30

J. G. Kerr, A Guide to the City and Suburbs of Canton, p. 31. John A. Turner, Kwang Tung or
Five Years in South, p. 33.
31
仇巨川纂；陳憲猷校注，《羊城古鈔》
，頁 283；John Henry Gray,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De Souza, 1875), pp. 688, 538, 523.
32
曾秀民、李國材等，
〈廣州市東山六十年來發展概述〉
，
《廣州文史資料》第 14 輯（廣州，
1965 年 1 月），頁 88-102；吳縣、劉再蘇編，《廣州快覽》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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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丘崗，土質較差；距河較遠，交通不便，制約了經濟的發展，故『村』
且『貧』，經濟落後，為全城遊覽點、廟宇、書院集中地區。」 33 這種區域
的差異，一直持續到清末時期。例如當時由民間設立的啟蒙學館，設在西
關和南關新城中的學費，每生年脩可收十元，或甚至到十兩以上；而在東
關及城北地區，年脩十元已經算是很昂貴 34 。
我們可以看到，廣州城雖然不是一國之都，但是到了明清時，其空間
規劃也不是漫無準則的。首先是在明朝的時候，改變宋朝將對外貿易的驛
館設在城內的規定，將商業和洋人的住所移到城牆外面；接著，清朝時又
在城內畫出一條界線，以作為文武官員衙署，以及滿漢之間的界線。在官
署位置的安排上，清朝則以互相制衡的用意，將城內的官署分設在新舊城
中。而將書院、慈善機構等設在城內及人口較少的東北郊區，則進而和西
南郊的商業區形成對比。所有這些規劃，都注意到了實際的需要，也符合
傳統儒家的信仰。例如商為四民之末，過於追求商業活動，特別是和外夷
進行貿易，更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此商業區必須和象徵儒家文化中心的
城內有所區隔。在清代統治的數百年內，這一空間格局與秩序基本上一直
得到了維持，要到民國 7 年市政當局進行拆除城牆的工程後，這一格局才
有了劇烈的轉變。

第二節 傳統城市的衛生狀況與設施
由於長久以來受到外國人對中國環境衛生的負面描述，以及近代知識
份子將中國的不衛生視作是中國之所以衰落的觀點影響，使得我們忽略了
傳統中國生活中的一些衛生行為與設施。在本節中，我們主要討論傳統廣
州城中，有哪些設施及組織活動，起著維持城市衛生的作用。包括居民在
過去是如何取得生活的飲用水，以及如何處理垃圾糞溺等穢物？城市的排

33

陳代光，
《廣州城市發展史》，頁 121-122。
沈瓊樓，
〈清末省辦各書院及幾間公私立學堂簡介〉
，
《廣州文史資料》第 10 輯（廣州，
1963 年 12 月），頁 61-6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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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設施以及地方民間組織對於城市衛生的作用與影響又是如何？

一、飲用水的來源與使用
和傳統中國其它城市一樣，廣州民眾的飲水來源有山泉、井水、河水
以及雨水等。不過，廣州民眾的飲用水質則深受地形及氣候變化的影響。
例如和北方人一樣，井水是廣州城內民眾的主要生活飲用水之一。根據廣
州市政府的調查顯示，民國 21 年自來水設施已經陸續鋪設之時，廣州市
內仍然有水井 558 個，相信在自來水尚未開辦以前，水井的數目應該更多
35

。然而，在整個城市中，除了少部分的井口，水質較甘美外，大部分的

井水，並不如北方那樣適合飲用。這主要是因為除了城北附近以外，廣州
城大部分地區都是珠江所沖積而成的平原，民眾所鑿的井很容易因為海潮
的倒灌與滲透，而帶有鹹苦的味道 36 。這種現象在冬季枯水期時變得更加
嚴重。反觀城北附近地區，因地勢較高且不是沖積平原的關係，所以這裡
的井水並不像城內其它地區那樣鹹苦。
民眾飲食鹹苦之水的現象也反映在文獻記載上。據方志記載，明代一
位有「水癖」的官員，曾經遍嚐城內外各處的井水，並寫了一本《廣州水
記》
。該書認為廣州的水井，只有 10 個左右是味道較甘美的，其餘水井的
水質則多帶有鹹味 37 。而且，這些水質較好的井口通常都禁止民眾使用，
只有官員或是有地位的人才可以汲取。雖然有一些水質稍好，且開放民眾
汲取的水井，但是也常常因為井口附近居民的增多，而受到糞溺穢水的污
染，變得不堪飲用 38 。
由於廣州民眾生活用水鹹苦的關係，所以開掘甘美的水源一直都是官
吏所注意的行政課題。除了鑿井取水外，官吏也利用山澗溪流的泉水供城
35

見《廣州市市政公報》第 400 期（廣州，1932 年 7 月 31 日）
，頁 128-144；第 401 期（廣
州，1932 年 8 月 10 日），頁 93-113。
36
張岩，〈古代廣州城的供水工程〉，《羊城今古》1993 年第 4 期（廣州，1993 年 6 月），
頁 38-39。
37
鄭夢玉等修；梁紹獻等纂，《（同治）南海縣志》卷 25〈雜錄上〉（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7），頁 3-4。
38
黃佛頤撰；鍾文點校，
《廣州城坊志》，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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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民飲用。比較著名的例子，如三國時期交州刺使陸胤在越秀山腳下開
鑿一條溪澗，以供廣州民眾飲用，這條溪流就是著名的「甘溪」 39 。但隨
著城區的擴大，以及民眾佔築河道的關係，造成甘溪的部分河道被堙沒，
最後只有住在越秀山，河道發源附近的民眾才得以繼續取用。此外，據記
載，蘇軾在廣州時，曾經計畫一套類似自來水系統的供水方案。其方式是
利用竹管接駁山泉，然後再以支管分佈到城內各地，以供民眾使用 40 。
一些住在珠江或是城濠附近的民眾，則是直接汲取濠水或是江水飲
用。但是這種水源同樣深受氣候及人為因素的影響。例如秋冬兩季的缺水
期，形成河道乾涸以及容易產生海潮倒灌的現象，進而影響江水的味道 41 。
另外，居民及蜑民在江邊洗滌器具、沐浴，或是將垃圾、糞溺等傾倒進河
道內，不但造成河道淤塞，也影響河水的味道 42。城濠則因為民眾的佔築，
日漸縮小，再加上民眾將垃圾、穢物丟入城濠內，造成城濠停滯不通及污
臭。這也讓廣州城被一條巨大的臭水溝所圍繞。
儘管河水污濁且帶有鹹味，但是廣州的民眾對此似乎不以為意。18
世紀一位隨馬戛爾尼使節團來華的英國人就說：「（珠）江水對外來人是很
不宜於衛生。長期以來江水的沈澱物很多；但住於漁船上的當地居民，如
我所知，取用這江水作各種用途，並無不便。」 43
廣州民眾的飲水雖雜有鹹味，但是基本上取水的方式相當方便。除了
茶館、酒樓或仕宦之家因較講究水質，需要向挑水夫購買山泉外，一般民
眾通常是親自在附近的濠涌、井口或河水汲取生活用水。而且，因為廣州
一直是商業發達的城市，各商店也往往叫店裡的伙計到附近的井口挑水，

39

張岩，〈古代廣州城的供水工程〉，《羊城今古》1993 年第 4 期，頁 38。
鄭榮等修；桂坫等纂，《（宣統）南海縣志》卷 26〈雜錄〉，頁 11 右。
41
鄭夢玉等修；梁紹獻等纂，《（同治）南海縣志》卷 25〈雜錄上〉，頁 3；徐俊鳴等著，
《廣東史話》，頁 5。
42
〈粵海關十年報告（1892-1901）〉，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廣州海關志編纂
委員會編譯，
《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頁 933。
43
愛尼斯•安德遜（Aeneas Anderson）著；費振東譯，
《英國人眼中的大清王朝》
（北京：
群言出版社，2002），頁 20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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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另請水夫挑水，所以廣州城的水夫數量也並不像其它城市那樣多 44 。
總之，在廣州居民的用水空間上，城北的居民因為接近越秀山，且地
勢較高，因此得以飲用較甘美的水源；其它位於地勢較低的地區之民眾，
則因海潮倒灌及人為因素的影響，而飲用水質較差的井水或河水。
二、廣州城的排水系統：六脈渠
排水系統是一座現代化城市必不可缺的設施。早在宋代時，廣州城就
已經建有相當規模的排水系統。城市的排水渠道以六脈渠為主，各渠分別
連接護城濠，護城濠則與珠江相接，這一環環相連的渠道構成廣州城的主
要排水系統。所謂「六脈通而城中無水患，蓋城渠之水達於閘，閘水達於
濠，濠之水入於海，此城內水利所由通也。」 45 。
六脈渠主要是由城市中的河道溪澗加以修築而成，其中以甘溪為主
道，並順著地勢和城市中的主要道路建造六條幹渠，各幹渠上又有無數的
支渠分佈於巷弄之中 46 。由於六脈渠鑿建的時間在宋代，所以六脈渠主要
分佈在舊城中。新城雖然也有排水的溝渠，但渠道數量和大小並不如舊城。
六脈渠全長約 1 萬 3 千 6 百餘丈 47 ，渠道的寬度大小雖無明文記載，
不過從清兵攻入廣州城時，數萬名民眾為了避免遭到屠殺，而躲藏於六脈
渠中一事看來，六脈渠的容積應該相當的大 48 。對於六脈渠的路徑，諸家
說法並不一致。這主要是因為過去並沒有都市計畫，以及官方並不依照規
定按時修濬，造成渠道的路徑未能留下詳細的記載。再加上城內人口逐漸
增多，民眾往往侵佔渠道、建蓋房屋，時間一久，渠脈的數目和路線就更
加模糊不清。清代時，每次官員在疏浚渠道前，都必須先探勘各渠道的路
44

龍思泰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注，
《早期澳門史》，頁 261；湛
約翰主編，《中外新聞七日錄》
（台北：華文書局，1969），頁 117-118。
45
仇巨川纂，陳憲猷校注，
《羊城古鈔》，頁 102。
46
袁夢鴻，〈三十年來中國之市政工程：廣州之市政工程〉，周開慶主編，
《三十年來之中
國工程》（台北：華文書局，1967），頁 29。
47
《香港華字日報》，1907 年 2 月 27 日。
48
不幸的是，當時因為適逢大雨，許多民眾因此被淹斃，見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廣州市
地方誌研究所編，《廣州市沿革史略》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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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更顯示出當時渠道被嚴重佔據的現象。一位官員就說：
「夫渠之湮滅，
固廬室壓垮所致；而官司不以時濬，疚亦半焉。」 49 到清中葉之後，廣州
每遇大雨，城內便積水成災，溝渠中的廢污更是四處流溢於街道上，髒臭
不堪。
渠道的湮滅，也造成六脈渠在數目上發生了變化。在乾隆年間因渠道
淤塞只剩下五渠；嘉慶十五（1810）年時，布政使曾燠在疏浚時，將五條
渠道改為十條。直到同治九（ 1870）年布政使王凱泰對於新、舊渠道加以
修濬後，廣州城的排水渠道才又恢復原先的六條主幹。光緒十四（1886）
年布政使龔易圖委任候補知府陳坤再修六脈渠，為避免渠道再次因日久湮
塞難尋，才將各渠道的流向、位置加以繪圖紀錄 50 。
如果六脈渠是城市的主血管的話，那麼分佈在各街巷弄之中的渠道
（街渠）
，則是城市的微血管。這些支渠主要採取「陰溝」的形式，上面
鋪有大塊的花崗岩石 51 ，街渠長度一般在數尺到數吋不等。街渠多是居民
籌款自建，有些街坊因為沒有設置街渠，所以民眾通常在屋內自設滲井，
將污水倒入井中，然後從地下滲透出去。因為滲井很容易滿溢的關係，所
以廣州街頭也出現一種專門清理滲井的手藝工人 52 。
除了城市中的排水渠道外，護城濠也扮演著輔助城市排水功能的角
色。廣州城因北邊有山脈阻隔，所以護城濠主要有東西南三面，東邊稱「東
濠」，西邊名「西濠」，南邊的護城河（南濠）因其橫貫於新舊城之間，宛
如一條腰帶，所以又稱「玉帶河」
。這些城濠除了有護城、排水的功用外，
因為濠身的寬、深皆在數丈以上，所以也成為廣州城內外人貨運輸的主要

49

李福泰修；史澄等纂，《（同治）番禺縣志》卷 14〈建置略一〉，頁 6。
梁鼎芬等修；丁仁長等纂，
《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 3〈建置一〉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7），頁 2；陳代光，
《廣州城市發展史》，頁 34。
51
John A. Turner, Kwang Tung or Five Years in South China, p. 23.
52
所謂滲井是指民眾在屋內天井中挖一土坑，下面墊上砂石，上面則用鏤空的石版蓋著。
這樣污水可以從孔眼中流入滲井，然後慢慢滲透到土塵當中。不過這種方式很容易造成土
壤含水飽和，房屋底層潮濕，蚊蟲滋生的現象。甚至在大雨時，因為土層無法吸收水分，
而形成滲井的污水滿溢出來，滿屋污臭的景象。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
《廣州市志》
卷 3（廣州：廣州出版社，1995），頁 20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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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河道 53 。

圖 1-2 廣 州 舊 式 街 道
由花崗岩所鋪成的廣州傳統街道，地面下鋪有暗溝街渠。
（ 資 料 來 源 ： Jeffrey W. Cody, “American Planning in Republic China.” Planning
Perspectives, no. 11, p. 347. ）
對於濠渠的疏浚規定是，先由廣州府及南、番二縣勘估。費用由院司
以下在省各官員捐辦，或是由南番二縣捐養廉銀合辦，或是從雜款中動支
並列冊報銷，並不一定。所需費用主要是依工程的大小而定，從數百兩到
一、二千兩不等。興工時間多在冬季水涸的時候，由南、番二知縣選擇一
吉日同時開工，並委派佐雜二十餘名分段監工。工程必須在次年的三月以
前完工具報，並由知縣、布政使司及按察使司加以檢核，檢查完後按照各
員的表現給予獎懲 54 。除了六脈渠及護城濠等較大工程由官方指揮外，一
般的街渠則由附近的各街坊組織負責清濬。
雖然按照省例的規定，渠道修濬與清理的時間，為每年一小修，三年
53

龍思泰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
，頁 261。
《粵東省例新纂》卷 8〈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頁 721-72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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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修，並由地方官籌集經費雇役清理 55 。但是這一規定通常並未受到地
方官員的重視。據相關文獻的記載統計，有清一代，對於城濠進行了 7 次
的修濬，六脈渠則有 6 次，濠渠同時清濬有兩次 56 。可見濠渠是否修濬，
通常與地方官員本身是否重視排水設施有關。例如在嘉慶十五（1810）年，
布政使司曾燠見廣州濠渠年久未修，造成：
向之波瀾瀅洄，備旱澇而通舟楫者，今且為闤闠、為陵阜焉。春夏
之交，溝澮之水鬱無所洩， … … 行者居者終日處泥塗間，民以多腹
末之疾。秋冬水落，澣汲（指洗滌）無所，或遇鬱攸（指火災）之
警，搶攘顛蹶，求涓滴莫可致， … …

57

因而決定對全城的城濠及渠道加以修濬。
除了官方對於渠道的修建外，地方菁英也加入清理渠道的工作。就在
曾燠將濠渠清濬完畢之後，西關的紳商潘仕成、伍怡和（皆為十三行行
商）、何太清（士紳）等人， 以西關地勢低窪，排水溝渠常被珠江漲潮時
倒灌的污泥所堵塞，於是向曾燠呈請設置清濠公所，以專門負責維持疏浚
的工作。清濠公所的經費來源，是從士紳出資買下的 12 間大屋，改建為
店鋪出租的所得租金而來。後來又將公所擴建為文瀾書院，除了做為文
人、士紳敘會之所外，也延續清濠的任務。按照規定，冬季清理濠渠，春
夏秋則進行會文的活動 58 。關於當時該組織實際運作的狀況與成效，因資
料缺乏所以並不清楚，但是該公所的成立進一步的顯示出，民間力量對於
城市管理的參與。
儘管整個清代官方對於廣州城市的濠渠進行了幾次的大修，但更經常

55

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卷 3，頁 245。
必須說明的是，對於濠渠的修理並不是全面性的，有時只修東濠，或只修西濠，並沒
有一次同時將東西南三個護城河修濬的紀錄。見李福泰修；史澄等纂，《（同治）番禺
縣志》卷 14〈建置略一〉，頁 3-6；梁鼎芬等修；丁仁長等纂，
《
（民國）番禺縣續志》卷 3
〈建置一〉，頁 1-4。
57
李福泰修；史澄等纂，《（同治）番禺縣志》卷 14〈建置略一〉，頁 4。
58
黃漢綱，
〈文瀾書院惡紳受懲記〉，《羊城今古》1994 年第 3 期（廣州，1994 年 6 月），
頁 3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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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是官方對此項工程的忽視 59 。即便在清末時，朝廷及地方官員們雖
已經逐漸接受、認識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性 60 ，但是對於渠道的修濬成效，
也常常因為顧及民生而大打折扣。例如在光緒三十一（1907）年時，兩廣
總督周馥以溝渠淤積穢物，易生疫癘，要求官員必須認真清濬。但是又擔
心大規模的修濬會影響到佔築渠道、城濠的居民生計問題，所以不得不採
取「各店戶有佔築者，擬令每年繳回地租免於拆毀，以杜騷擾」的寬容政
策61 。

三、民間組織與衛生
（一）、街坊組織
街坊是廣州最基層的民間組織，街坊組織的名稱並不固定，有「街
約」、「舖」
、
「巷」等名稱。相傳是起源於明末黃蕭養之亂時，由於當時西
關地區並沒有城牆的保護，民眾為了保護身家性命，於是以街為單位自行
組織起來，並在每一街的街頭和街尾設置閘門以便防守。後來這一種組織
逐漸成為廣州城內外一種普遍的民間自治組織 62 。
街坊的管理方式是，每年由街坊民眾選出一位值理（事）
，負責街坊
的一切事宜。街坊組織的經費來源主要有四：一是從幫助其他街坊滅火所
得的收入，二是賣售糞便的所得，三是從街坊組織中出租的公產所得，四
是因日常或特殊事務向坊眾徵收的費用，其中以出售糞溺的收入最多。這
些經費由該街坊中的當舖或善堂輪流管理。經費主要做為維持街坊治安的
費用，以及建醮酬神和購買、維修水車等滅火器具 63 。
出售糞便的方式是由糞商出錢向街坊組織取得該街糞便收集的專利
權，每年定期繳交費用給街坊值理。糞商如果在該街坊設置儲糞池（糞
59

李福泰修；史澄等纂，《（同治）番禺縣志》卷 14〈建置略一〉，頁 4-6。
見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 162.
61
《香港華字日報》，1907 年 3 月 23 日；8 月 17 日。
62
賀躍夫，
〈近代廣州街坊組織的演變〉，《二十一世紀》第 35 期，頁 40。
63
Hans Yeung Wing Yu, “Guangzhou, 1800-1925: The Urban Evolution of a Chinese
Provincial Capital,” pp. 169, 187-188；湛約翰主編，《中外新聞七日錄》
，頁 109-11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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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該街坊還可以另外收取出租糞埠的費用。糞商因為收集的對象不同
而分為兩種，一種是和街坊組織簽訂合約的「水糞租」
；另一種則是收集
公共廁所的「乾糞租」（因為公共廁所是將尿和糞便採取分開處理的方
式）。清糞時間是在中午的時候，由糞伕到各街收集，然後將糞溺挑運到
糞池，等到存有一定數量時，再用糞船運到鄉村賣給農民。在下一章中，
我們將看到，正因為糞租的收入極大，所以官方時常向街坊徵收糞捐，以
做為從事現代化建設的經費。
除了維持街坊的治安外，街坊組織也參與城市的消防及慈善活動。在
現代消防隊未建立前，除了由地方營勇所組成的官方消防隊外，街坊組織
也負責城市的滅火工作。通常各街坊都有自行組織的水車公所。這類公所
有相當完備的組織，從救火人員的數目，以及運作的方式、賞罰等，皆有
明確的規定，而其人員和經費也都是由該街約自行徵集籌措。當某街發生
火災時，各街坊人員聞警後就會帶著水車等工具前去滅火。事後並依據各
街坊在滅火中的表現，由起火的街坊給予獎金 64 。另外，一些較富有的街
坊，則會組織慈善機構，以救助街坊鄰人。不過這些善堂的規模並不是很
大，其救助的對象主要是以服務自身街坊內的民眾為主 65 。
由於省例規定，城市的街渠由民眾自行修建，所以街坊組織也負責清
理溝渠的工作 66 。但是因為缺乏統一的調度，所以清濬工作的成效相當有
限。由於各街自成一單位，經常遇到各自為政的問題，例如當某街進行修
渠工作時，如果其上下街未能同時進行，則渠道很快就會因此而又淤塞。
此外，清渠的工作也可能類似漢口那樣，較有錢的街坊，可能每年都會清
理本街的溝渠，但是較窮的街坊，可能 2、3 年甚至更久的時間清理一次 67。
64

李標，
〈廣州市三十年來之救火概略〉，廣州市慈善救火總會，
《救火彙刊》
（廣州：慈善
救火會宣傳部，1930 再版），頁 17-18；
〈粵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廣州市地方志編
纂委員會辦公室、廣州海關志編纂委員會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
告匯集》，頁 879。
65
李匯川，
〈廣州各公益社團概況〉
，
《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 22 輯（廣州，1981 年 4 月），
頁 204-208。
66
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卷 3，頁 664。
67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St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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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清渠外，街坊組織偶爾也會雇人清掃各自的街道 68 。
儘管街坊組織存在著區域管理不統一以及貧富不均的缺陷，但是在現
代化市政機構尚未建立前，街坊組織卻是維持城市管理的最基層單位，而
且也負擔了部分城市衛生的工作。

（二）、九善堂
在清中葉以前，官方是地方慈善機構的主要負責人，許多慈善機構，
如育嬰堂、痲瘋院、卹嫠局等，主要皆由官方出資興建與管理 69 。但是到
了清代後期，廣州開始出現由民間主持的慈善機構。這一方面是因為原先
官方慈善機構的成效不彰以及廢弛所致。例如根據一位西醫傳教士的觀
察，育嬰堂中一位奶媽必須照顧二到三個嬰兒，許多嬰兒因為營養不良而
死去。痲瘋院則被原先住在裡面的病患家屬所佔用。而有些善堂因為年久
失修，造成部分建築倒塌的景象 70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紳商受到外人在廣
州開設醫院，免費幫民眾治療的刺激 71 。當然，倡辦慈善事業的原因，既
可積陰德，又可以增加個人在地方上的聲望以及影響力，也是紳商主動參
與慈善事業的原因之一。
在同治十（ 1871）年，紳商鐘覲平、陳次壬等人首先在廣州創辦名為
「愛育善堂」的民間慈善機構。該善堂的宗旨除了負責宣讀聖諭、獎助義
學、瞻老卹嫠外，也包括贈藥施棺、收容殘疾等工作。在愛育善堂首開先
例之下，廣東地區「自是而後，城鄉各善堂接踵而起。」 72
雖然廣州的慈善機構不斷增加，但是其中以愛育、潤身社（光緒六
Stanford University, 1989), p. 171.
68
見 Chinese Repository, vol.18, no.12, p.664. 轉引自 Hans Yeung Wing Yu, “Guangzhou,
1800-1925: The Urban Evolution of a Chinese Provincial Capital,” p. 54.
69
李福泰修；史澄等纂，
《
（同治）番禺縣志》卷 15〈建置略二〉
，頁 18-22；J. G. Kerr, A Guide
to the City and Suburbs of Canton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918), pp. 47, 50.
70
李匯川，
〈廣州各公益社團概況〉
，
《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 22 輯，頁 210；J. G. Kerr, “The
Native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of Canton,” part1, The China Review, no. 2(1873), pp. 90, 92, 94.
71
袁沾光，
〈博濟醫院與廣東之關係〉
，
《博濟月報》第 3 期（廣州，1918 年 12 月）
，頁 1；
J. G. Kerr, A Guide to the City and Suburbs of Canton, p. 17.
72
鄭榮等修；桂坫等纂，《（宣統）南海縣志》卷 6〈建置略〉，頁 10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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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廣仁（光緒十年）、述善（光緒十三年）、明善（光緒廿年）、廣濟醫
院（光緒廿一年）、崇正（光緒廿二年）、方便醫院（光緒廿五年）
、惠行
（光緒廿五年）等所組成的九大善堂最為著名 73 。這些機構主要都是由紳
商所發起，而從各善堂的捐款人員及值理董事的名單中，也不難發現其重
複性相當地高 74 。也或許因為如此，所以這幾個善堂常常聯合救災，久而
久之，而得九善堂之名。
這些慈善組織所舉辦的活動相當廣泛，包括賑災、施粥、舉辦義學、
贈棺、收拾屍體、清理溝渠、收容痲瘋病人、免費為民眾施種牛痘，以及
施醫贈藥等，甚至還包括幫忙修復被洪水沖垮的堤岸及民房 75 。施醫的方
式是由善堂對外聘請醫師，聘期以一個月或一季為期。醫師每天在固定的
時間為民眾看診，其它時間醫師可出院看診或是照顧留醫病人。病患每天
在看診的時間拿著門役所發的號碼牌就診，經由醫師診斷後，病患可以拿
著醫生所開的藥方，到和該善堂有合作關係的藥鋪免費取藥，或是自費到
其他的店鋪取藥 76 。當傳染病流行時，善堂組織會將救治的範圍及時間擴
大、延長。另外，由於善堂負責將陳屍於廣州街頭的屍體加以埋葬，也減
少城市傳染病及惡臭的現像。
不過，善堂的活動也有其侷限性。例如大部分的善堂主要是由紳商所
發起，多位於城外的西、南關地區，因而造成城內民眾在夜間就醫的不方
便 77 。此外，傳統中醫和現代西醫的差異之一在於，中醫對於疾病原因的

73

《粵商自治會函件初編》（廣州：粵商自治會，出版年不詳），頁 12；丹林，
〈博濟醫院
為廣東慈善事業之鼻組〉，《博濟月報》第 5 期（廣州 1919 年 2 月），頁 6-8。
74
見鄧雨生，
《全粵社會實錄初編》
（廣州：調查全粵社會處，1910）一書所列之各善堂董
事名單。
75
見鄧雨生，
《全粵社會實錄初編》一書中之各善堂醫院規章；亦可參看李匯川，〈廣州各
公益社團概況〉，《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 22 輯，頁 195-210。
76
見鄧雨生，
《全粵社會實錄初編》，〈方便醫院〉一節；J. G. Kerr, “The Native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of Canton,” part2, The China Review, no. 3(1874-1875), p. 112.
77
例如城內的方便所雖然負責照料受到傳染的病人，但因為每晚在城門關閉後，造成無法
將病人送到該所治療，而被棄置在路上的慘狀。所以紳商才會在西關另外組織一所方便醫
院以照料病人。陸羽，
〈廣州的方便醫院〉，《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 8 輯（廣州，1963 年
6 月），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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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在於人體內的「氣」無法流暢，以及因為接觸「瘴氣」、「疫氣」等因
素所致。除了「疫氣」的觀點比較勉強類似現代醫學的「細菌學」觀念外，
大部分的觀點都是從「五行」的觀念而來。這一重要的差別造成中醫理論
中，並沒有「傳染」的概念 78 。
而正是這種原因，讓使用中醫為主的善堂在救助發生疫症時期的病患
時，並不會有「隔離」的觀念 79 。例如在光緒十九（1894）年，華南地區
發生了一次相當嚴重的鼠疫時，由於香港政府採取隔離的措施，並禁止病
患回到廣東，而遭到善堂及民眾的抵制與抗議 80 。另外，善堂在進行賑災
工作時，因為沒有傳染的觀念，往往將已故病人的衣物發給民眾。這些衣
物在未經消毒的過程下，也容易造成疾病的傳染 81 。傳統中國的善堂雖然
在平時起著行醫救人的作用，但是沒有現代醫學觀念的善堂，在面對傳染
病發生時，不僅只能被動地進行救治的工作，甚至有時還因此擴大疫情的
範圍。
在本節中，我們討論了傳統廣州的飲水、排水以及糞伕、善堂等組織
與設施的運作與侷限，儘管從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措施在維持城市的衛
生上並不令人滿意，但是在廣州人口尚未高度集中以及城市化前，這些措
施在平時似乎還是勉強足以維持當時城市衛生的需要。而過去認為傳統中
國城市缺乏，或甚至完全沒有衛生設備的印象，似乎也有待商榷。
清中葉之後，隨著城市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加，廣州的環境衛生問題
變得日益嚴重。清末時，廣州的人口已經達到五、六十萬之多，伴隨著人

78

其實在現代細菌學說尚未出現前，歐洲對於傳染病的原因其實和中國差不多，他們也認
為是「穢氣」造成了疾病。相關的論述見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hapter 4.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in Tianjin,” Joseph W. Esherick, ed.,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pp. 32-33.
79
一個例外表現在對於痲瘋病人採取隔離的措施上，見 Angela Ki Che Leung, “ Diseases of
the Premodern Period in China,” In Kenneth F. Kiple,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60.
80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p. 144-146.
81
〈故衣宜消毒〉，《通俗衛生月刊》第 7 號（廣州，1922 年 10 月），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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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增加，街道的數量也大為擴張。 1897 年時，廣州城內只有 2,000 多條
街，共有 9 萬多間店舖，到了 1908 年，街道數量增加到 3,000 多條，1911
年更增加到了 3,800 多條 82 。大量的人口集中及管理成效的不彰，造成傳
統衛生設施不敷使用，以及城市環境衛生惡化的現象。
溝渠因為民眾隨意將垃圾穢物傾倒，以及佔築渠道興建民房，結果不
但造成渠道縮少，排水功能失去效用，也讓這些溝渠成為圍繞著廣州城的
臭水溝。民眾的飲用水不但受到季節變化的影響，也因為民眾在水井邊洗
滌糞桶，或是隨意將垃圾丟入珠江等因素，而嚴重影響到居民的飲水安
全。儘管中國人在飲水前會先經過煮沸，但是在洗滌食物、容器等物品時，
則未經過這道手續 83 。魚攤肉肆隨街擺賣，不但雜亂無序，有礙觀瞻，其
流出的血水油汁，也造成街道污臭骯髒。一位記者就抱怨說，西關一些新
闢的街市，因為攤販雜陳，造成這些街市很快就跟舊有的街道一樣骯髒 84 。
而凹凸不平的街道，也造成許多積水不退的臭水坑 85 。此外，晚清在追求
現代化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環境衛生問題。例如設在長堤上的電燈公
司，其高聳的煙囪所排放的煤煙，常常順著風勢而影響到附近居民的生活
86

。
雖然廣州的環境衛生日益惡化，但這並不代表廣州的民眾就是比較容

易生病的。當時的粵海關稅務司就以驚訝的口氣說：「廣州本身一直對各
種疾病有著驚人的免疫力。從這個城市的衛生狀況和環境來看，這是出人
預料的。」 87 也或許是因為這樣，所以在當時並沒有多少人意識到自己的
生活環境是不衛生的。
82

Hans Yeung Wing Yu, “Guangzhou, 1800-1925: The Urban Evolution of a Chinese
Provincial Capital,” p. 165.
83
程愷禮(Kerrie L. MacPherson)著；張仁、劉翠溶譯，〈霍亂在中國(1820-1930)：傳染病國
際化的一面〉，劉翠溶、伊懋可主編，
《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下冊)》
（台北：中央
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頁 783。
84
《香港華字日報》，1904 年 7 月 6 日。
85

M. Yvan, Inside Canton (Cambridge, Emgland: Chadwayck-Healy, 1997), p. 87.
《廣州民國日報》，1925 年 7 月 12 日，頁 1；1928 年 12 月 25 日，頁 5。
87
〈粵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廣州海關志編纂
委員會編譯，
《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頁 882。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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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接觸，以及外人在華租界區所展現的衛
生成果，讓清廷漸漸意識到衛生的重要性。再加上清末對外戰事連連失
利，為了尋求成為現代富強的國家，官員們對於傳統城市環境以及民眾生
活方式的看法也發生了轉變。中國的城市被視為是污穢不堪的地方，中國
人不衛生的方活方式，更是整個民族之所以積弱不振的原因之一。為了革
除這一缺陷，甚至是恥辱，清廷開始注意到公共衛生的管理。而首先代表
國家醫學（State Medicine） 88 向地方衛生進行管理、干涉的機構，則是警
察制度的出現。

88

所謂國家醫學是指，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理由，有責任去維護公眾的健康。為了達到這
一目的，國家有權力甚至是義務，採取衛生的措施以及制訂相關的規章，以規範或干涉民
眾的行為。見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 138.

